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302民初2033号

冯春苹、赵卫建、闫锋鑫：本院受理原告张卫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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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民初2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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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预交上诉费用，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唐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恒陆：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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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1328民初291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毕店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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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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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秋：本院受理的原告田朋怀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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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1328民初395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毕店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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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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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卫丽（又名郭伟丽）：本院受理郑博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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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楚雅丽、薛军明：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凯诉你及王国灵、梁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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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及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
知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要求：1、判令被告共同偿还原告借款
200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1月16日起按照月息4分计算至
款付清之日止），并负连带还款责任;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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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2018年4月24
日上午9时在河南省女子监狱（河南省新乡市南郊）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改霞、王旭：本院受理原告康彩营、李国峰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张改霞无法通过直接、邮寄或者委托方式诉讼诉
讼文书，因王旭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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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伟：原告淅川县大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给你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给你公告送达
（2018）豫1326民初482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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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淅川县人民法院九重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无故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内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更泽：本院受理原告李艺诉被告李更泽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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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朋飞：本院受理原告魏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324民初3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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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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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海申：本院受理原告徐献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离
家外出，去向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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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丹水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海申：本院受理原告付长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离
家外出，去向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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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丹水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2民初84号

张广申：本院受理原告闫荣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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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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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南阳
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302民初2032号

冯春苹、赵卫建：本院受理原告郭宏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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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民初
2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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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预交上诉费用，
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邓州大旺农牧有限公司、张朝晖：本院已受理原告尹吉霞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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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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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同山、李大兴：本院受理原告孙双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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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1302民初
1982号民事判决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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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彩霞（又名李彩平）、李建波：本院受理原告田玉玲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书面答辩状期间和举证期间分
别为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15日、16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间届
满后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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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小报、冯小丽：本院受理原告杨海威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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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
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款
91700元违约金，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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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平
舆县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艳杰：本院受理原告马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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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应诉、举证、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与你离婚，马晨浩、马嘉欣由原告
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92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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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
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平舆县
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留松：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俊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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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民初409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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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民申4号

万永先：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文芳与被申请人万永先生命
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查终结。因其他方式对你无
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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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7民申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港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新郑郑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郑州龙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晋
效峰、王保业、王贵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豫0184民
初1806号，因郑州龙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向本院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禹州市中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河南
中加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闫占勇、张宪瑞、宋香荣：本院受
理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河南省华中医药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马占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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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2017）豫10民初162号民事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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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1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月19日10

时至2018年3月2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席黎晓名下位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0万股的股金予
以拍卖或变卖。网址:http://sf.taobao.com 。资产处置法院：
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月19日10

时至2018年3月2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张锐
名下位于许昌县瑞贝卡大道与仓库路交叉口（丽景新苑B6号
楼）4单元3层东户的房产。网址:http://sf.taobao.com 。资产
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云龙：本院受理平顶山市诚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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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淑亚、陈文亭：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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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广东粤丰散热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河南启德
隆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广东粤丰散热器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因长期找不到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8）豫0482
执61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书面报告你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本院
将对你依法强制执行。1.支付欠款2098250.29元及利息。2.
案件受理费23586元，保全费5000元。3.执行费23382.5元。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景岳：本院受理原告罗国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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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5民初3500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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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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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舞钢旭泰钢铁有限公司、孙全英、闫东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河
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舞钢旭泰钢铁有限
公司、王晓鹏、孙全英、闫东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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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舞钢旭泰钢铁有限公司偿还贷款本金
800万元及利息22.081121万元，并自2017年10月11日起按约
定利率（月利率9‰）支付利息至贷款全部还完为止；2.判令王晓
鹏对上述贷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判令原告在处理孙全
英、闫东平提供的位于汝州市汝东建材B11区16号、B12区1号、
A12区7号、A12区5号、A6区6号、B1区10号、B8区21号、A11
区17号房产（他项权证号：汝房他证字第20150439号）抵押物所
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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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8年4月3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克克：本院受理的原告毛蒙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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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411民初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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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丰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贾廷建申请执行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豫0411民初268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11执9号执行通
知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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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丰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贾艳丽申请执行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豫0411民初268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11执10号执行通
知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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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天璞：本院受理原告李勇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依法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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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司文、张珊珊：本院受理原告宋崇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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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同时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4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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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收到本
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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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动、娄国明：本院受理原告乔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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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3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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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宁军停、孙秀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油子、高振河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22民初3317、284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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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文斌：本院受理原告李鸿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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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422民初3093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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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小梅：本院受理原告刘长青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309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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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沈要辉：本院受理原告童冠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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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422民初309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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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莹：本院受理原告万明刚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宣喜喜：本院受理原告杨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 月14日10时

至2018年3月15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开
拍卖信阳市平桥区中山村312国道南侧1-4号楼工业房地产,
总建筑面积为8626.71平方米。本次拍卖采取单套拍卖的方
式，起拍价、保证金、加价幅度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联系电话：0376-6360406。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6民初264号

申长恒：本院受理的原告高丙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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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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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祖攀、周国良：本院受理上诉人张素清与被上诉人吴超超、
周静、吴祖攀、张洪魁、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杨秋梅、周
国良、郑州市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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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
本院2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祖攀、周国良：本院受理上诉人王林华与被上诉人吴超超、
周静、吴祖攀、张洪魁、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杨秋梅、周
国良、郑州市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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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
本院2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祖攀、周国良：本院受理上诉人水兴华与被上诉人吴超超、
周静、吴祖攀、张洪魁、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杨秋梅、周
国良、郑州市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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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
本院2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国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漯河建联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三
日内履行(2016)豫1103民初1897、189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名下房产，并限你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
选择司法评估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该项权利。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威、王飞、陈许生、张俊涛、王思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漯河
建联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名下房产，并限你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
术科选择司法评估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该项权利。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分行
申请执行王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限
你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行本院（2017）豫1103民初1684号
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并限
你在公告期满后第十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司法
技术科挑选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该项权利，本院将
对王玲名下位于漯河市桂江路与107国道交叉口的抵押房产
（产权证号：20130015805）予以评估、拍卖。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漯河市园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漯河建
联地产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等法律文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
你在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履行（2016）豫1103民初1805、
180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你公司名下房产，并限你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司法评估鉴定机构，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该项权利。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明合、李银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重庆恒都食品开发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杨明合、李银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
中，本院依法委托价格评估机构对被执行人李银玲名下位于河
南省漯河市黄河路金地兰乔圣菲8#楼8幢1102号的房产（预告
登记号：YG2011002707号）进行评估，现已作出价格鉴定结论
书，对该房产鉴定总价格为895713元人民币，现予以公告送达，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对本价格鉴定结论书有异议，自
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
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爱玲：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漯河市郾城包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执行邵爱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
依法委托漯河市守正价格事务所对被执行人邵爱玲名下的位
于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路义乌小商品城A座1幢2D16号
房产一套（房产证号：20130001580号）进行评估，现已作出漯
价评字（2017）第 097 号价格评估报告书，评估房产价格为
89045元人民币，现予以公告送达，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
达。如对本价格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新房、廖小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漯河分行申请执行周新房、廖小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价格评估机构对被执行人周新房名下
位于河南省漯河市长江路国税局家属楼（7#楼）10幢13号的
房产（产权证号：漯房权证源汇区字第2016002172号）进行评
估，现已作出价格鉴定结论书，对该房产鉴定总价格为582700
元人民币，现予以公告送达，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对
本价格鉴定结论书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十日内，向
本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的，本院将依法对上
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粱亚琼:本院受理原告彭孝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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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湛河区金太阳石
油城、赵亚明：关于李莉、王飞、裴红霞申请执行河南省佛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湛河区金太阳石油城、赵亚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402执225、226、22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高令等，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
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1.向申请人李莉支付
100000元欠款及利息；向申请人王飞支付200000元欠款及利
息；向裴红霞支付150000元欠款及利息。2.平顶山市湛河区
金太阳石油城、赵亚明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案件受理费，由河南省佛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2018年
4月25日来我院挑选评估机构，对河南省佛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光明路与姚电大道交叉口
东北角金风玉源·克拉公寓7层705号、23层2309号两处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如你逾期未到，则视为你公司自愿放弃自身权
利，本院将依法处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静：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星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谭红歌
与被上诉人张爱娟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民终59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旭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22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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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勇：本院受理原告陆亮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22 民初 2009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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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安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存金、高彩竹：本院受
理（2017）豫03执350号武金生、武大鹏申请执行三门峡安邦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安存金、高彩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对查封安存金、高彩竹名下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执350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申报财产通知书、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刊登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办
理评估、拍卖等相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
将依法进行随机确定评估机构、勘验现场、网络拍卖等相关事
宜，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再另行公告，并对上述财
产依法在淘宝网上进行公开拍卖。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治鹏：我院受理原告张松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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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自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
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9时（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你若不按
时参加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艳丽、洛阳市万安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河南恒聚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现卫诉被告高会民、曹自卫与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16）豫0311民初
463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高会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龙门法庭
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代朝明：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林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李军胜、原审被告李战军、第三人代朝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辖
终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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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代朝明：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林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
人王宪正、原审被告李战军、第三人代朝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辖
终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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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力久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市新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张伟绩、李召辉、陈新尧、徐五利、范国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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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力久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337241.64元、利息及复利（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7日
为77902.81元，从2017年8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
利率 21.6 %计算利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7 日为
2719.15元，从2017年8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
14.4 %计算复利。）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新尧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张伟绩、李召辉、陈新尧、徐五利、范国勋对于上述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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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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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志浩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守正副食品有限公司、耿志
浩、耿志岳、杨玲玲、郑信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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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志浩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52119.38元、利
息及复利（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7日为14066.23元，从
2017年8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5.38 %计算
利息；复利暂计算至2017年8月7日为701.25元，从2017年8
月8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16.92%计算复利）；2.依
法判令被告洛阳市守正副食品有限公司、耿志浩、耿志岳、杨玲
玲、郑信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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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百福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德奥思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何建源、李玉粉、何雅静、白彦、李斌、王杏民、李茂慧、
李言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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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福莱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399290.01元、支付违约
金39929元、利息（暂计算至2017年7月20日为136495.98元，
从2017年7月2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9.98%
计算利息）；复利（暂计算至2017年7月20日为11898.76元，从
2017年7月2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按照年利率13.32%计算复
利）。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德奥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何
建源、何雅静、李玉粉、白彦、李茂慧、李言扉、李斌、王杏民对
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洛阳百福莱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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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十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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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在本院2005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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