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钧朋：本院受理原告吕秀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民初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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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柏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付志敏、关江伟、郑州华特电
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郑州千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原告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
初27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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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香：本院受理原告张冬玲诉被告张伟香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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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伯特利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徐巧枝、柴祖法、柴
玲玲、杜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被告郑州市伯特利建
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河南联合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徐巧
枝、柴祖法、柴玲玲、杜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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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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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乐：本院受理原告杨姿琪诉被告李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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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喜
军诉乔小勇、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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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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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曹中喜诉被告缪玉明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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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全奇：本案受理的原告曹中喜诉被告贺全奇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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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蓝雪包装有限公司、李中灵、位秀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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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
誉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蓝雪包装有限公司、李中
灵、位秀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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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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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广春：原告冯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民初 1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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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毅：本院受理原告令狐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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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正中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福和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诉河南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天津程普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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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2017）豫 0105执 6677号限期追款通知书，责令你于本
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追回擅自支付的款项7768824.62元，
并按（2017）豫0105执6677号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将该款
交至本院。逾期拒不追回，本院将裁定你单位在擅自支付
的数额内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并视情节轻重追究你单
位及相关负责人妨碍执行的法律责任。你应于公告期满之
日起 7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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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全球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辉玉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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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0105民初298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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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玲、孟勇：本院受理原告何乐诉被告张玲、孟勇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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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冰：本院受理的原告卢琳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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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鸿鹄置业有限公司、董广伟：本院受理原告韩金山诉被
告河南鸿鹄置业有限公司、董广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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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瑞、马运山、霍永红、司正伟、王秋艳：本院受理原告王
晓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369、371、375、36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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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卫、石江永、徐光增、刘俊涛、孙新国：本院受理原告王晓
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337、345、347、34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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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丽、李纪录、郝磊、王铮、李建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婷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 0105 民初 355、341、349、34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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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李辉、沈秋红、张羽、张新江：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婷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105 民初 354、339、361、373、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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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柱、孔令鑫、李青波、桑建勋、王位轩：本院受理原告王
晓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五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358、340、364、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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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宣创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祥云食品有
限公司诉被告河南宣创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民初 3487号起诉状副本、答
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南楼 412室进行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河南皇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崔舜一：本院在执行周
武欣与王艳、河南皇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因申请执行人周武欣向本院提出书面追加被申请人崔舜
一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人申请书、本院
（2017）豫0105执异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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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纯红、贾娜、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赵庆福诉被告马纯红、贾娜、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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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105 民初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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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远香：本院受理的原告潘云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7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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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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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学利：本院受理的原告郭秀兰诉被告李学利房屋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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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105民初1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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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啸雨、李俊：原告王振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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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艳红：本院受理原告鑫苑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马艳红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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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1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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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从春：本院受理原告袁书臣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0191 民初 20886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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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大营家居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晓橹
诉被告张志伟、河南大营家居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3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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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军纪、管道友：本院受理原告孙兆宏、邹红霞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104 民初 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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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驿执字第1979号

阙卫刚：本案执行的王香梅申请执行袁小红、阙卫刚、驻马
店市中大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驻中亚资评报字（2018）第010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送
达后，本院将依法对该资产评估报告书所涉及的房产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

商城县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8）豫1524民初388号

本院立案审理的原告商城县鑫盛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告冯志超、童玲、杨廷峰、潘东霞、程堂武、冯志霞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据（2018）豫1524民初388号民事裁定书
于2018年2月8日裁定查封了被申请人杨廷峰、潘东霞夫妇
二人所有的以下房屋：1.信阳市浉河区八一路正合置业综合
楼1至2层110、210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信房权证浉河区字
第 075971 号，共有权证号：026607，房屋面积 90.64 平方米。
2.信阳市浉河区南湾二号桥村二组南湖学村一期工程 5 栋
房屋，所有权证号：信房权浉河区字第 044690号，房屋面积
210.17 平方米。查封期限为 2018 年 2 月 8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7日止。上述财产已由本院公告查封，在查封期限内，非
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隐匿、损
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

商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文栋：本院受理原告郑益博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须知、诉讼
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退还保证金 50000元，并按月
息 2%支付此款拖欠期间的利息从 2016 年 6 月 16 日起至还
清时止。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8年 5月 1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博、郑倩：本院受理原告王少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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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之日起第三日即2018年5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胡树兴、胡海洋：本院受理上诉人彭金成与被上诉人河南九
月天置业有限公司、胡树兴、胡海洋、邹勇、彭洋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等向关诉
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五楼
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小军：本院受理的马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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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502民初 39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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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长保、朱胜兰：本院受理的丁奕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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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1502民初
3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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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彬：本院受理叶宗庆、叶阳勤诉你及胡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起满 60天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8时 30分（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石占朋：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天柱与被上诉人徐冬梅、石占朋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4民终 725号案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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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自成：本院受理原告王艳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一、本院（2017）豫0403民初
7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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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艳民的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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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永青：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诉
被告崔永青、开封正商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211民初3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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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福营：本院受理原告张玲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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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小三、李俊枝：本院受理原告秦春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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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 民初
25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南中
心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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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卫民、李艳春：本院受理原告潘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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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卫民、孙小德：本院受理原告潘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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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永亮：本院受理原告王红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8）豫 0823民初 17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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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二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永亮：本院受理原告王红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8）豫 0823民初 17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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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二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小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大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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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15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秀义：本院受理原告翟晓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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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 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运利：本院受理原告高世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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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 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彭宗锋：本院受理原告刘利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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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星
法庭（胡状乡政府院内）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多飞行：本院重审原告王鹏诉被告多飞行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902
民初7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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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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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02执第1247号

巩宇、刘春艳：本院受理李小华与你民间借贷一案，本院已
将你二人名下房产依法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河南中
州2017第168及168-1号评估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自动
履行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你的财产。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华兵、贾丕丕：本院受理原告李莲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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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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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开庭（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文生、杨红丽：本院受理欧阳群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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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并定于举证（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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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通、焦红霞：本院受理原告魏彦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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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丹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王少华、王磊、吕帅军、曹大军、许延平、尚楷:关于洛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我院作出的(2015)新民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
务。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履行(2015)新民金初字
第11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并收到此令后三日内如实
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起上一年的财产情
况,并将河南丹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平顶山市得佳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享有的土地优先款予以扣留。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兴平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东志不服被
告平顶山市国土资源局房屋行政登记一案，你公司应作为第
三人参加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02
行初6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移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
院处理。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该行政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501号

宋江沛、王金可：本院受理原告郑国新诉你们及周现亭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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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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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349号

李二琴：本院受理原告王丽纳诉你与吴永干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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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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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1071号

蒋永山：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平安大道向辉建筑设
备租赁站诉你、被告平顶山市中金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402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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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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