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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鑫、杨金、河南中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文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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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上诉之
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
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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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6号

李巧霞：原告河南新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超、李
巧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17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 212 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最后一日
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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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
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
交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涛涛、周伍功：本院受理原告吕春芳诉你们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 0105 民初 291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涛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吕春芳各项损失
80542.21；被告周伍功对被告李涛涛赔偿原告吕春芳的其
中29500.81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执14260号

丁当锋：唐金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7）豫 0105 民初 1704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法律义务，权利人唐金华
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予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执 14260 号执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行裁
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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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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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10时起至2018年5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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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隆安县兴华淀粉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广西隆安县农村信
用联社 802300 股股权变卖以及对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
131 号 湖 光 苑 小 区 25 号 楼 东 3 单 元 6 层 西 户（证 号 ：
1401095084号）房产一套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网址：对详
情请关注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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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 民初21530 号

罗新利、李建忠：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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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
初21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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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乐：本院受理原告王晓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8 民初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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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东、李晓东、王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鑫诉被告张海
东、李晓东、王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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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玉：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战刚诉被告李红玉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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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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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俊辉、甄治杰、徐玉玲、徐如意: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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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锦绣云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河南七贤民俗文化开发
有限公司、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崔小花、崔三
花、崔乃花、李鲁莲：本院受理上诉人李鲁胜与被上诉人河
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河南锦绣
云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河南七贤民俗文化开发有限公
司、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崔小花、崔三花、崔
乃花、李鲁莲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 01 民
终17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浙江多多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温州市嘉合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董银峰诉你（们）返还原物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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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1835号

赵雪霞、王银旺：本院受理（2017）豫 0105 民初 21835 号案
件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被告赵雪
霞、王银旺、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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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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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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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翔展实业有限公司、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陶瓷城支行诉被告郑
州智卓婴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及你们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
(2018)豫 0105 民初 210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 60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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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茹红伟、赵恩光、黄浩洁：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杰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民初 2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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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桂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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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静、李会超、谢志立、席栋梁：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26799、15308、
26801、2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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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俊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
路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105民初1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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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1749号

尉氏县鸿旭木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弘鑫创业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冉玉杰、黄爱玲：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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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105民初217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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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1749号

尉氏县鸿旭木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弘鑫创业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冉玉杰、黄爱玲：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就（2017）豫 0105 民初 21749 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自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2820号

从东山、丁杰：本院受理原告郸城才源汇商会诉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0105 民初 22820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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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春、娄艳梅：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区
支行申请执行常德春、娄艳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1166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
定书。现本院裁定：一、将被执行人常德春名下位于管城
回 族 区 郑 汴 路 60 号 1 单 元 21 层 2109 号（产 权 证 号 ：
1201002125）的房产一套予以查封；二、责令被执行人常德
春、娄艳梅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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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查封财
产。同时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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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晓倩、张秀斋：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益民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暴晓倩、张秀斋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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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运启、王保刚、马志强、刘保国、王泉润：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5761、
24482、26760、24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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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红霞、白爱国、博爱县隆源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丁红霞、白爱国、博爱
县隆源运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
院于 2018年1月5日作出（2018）豫0105民初475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民初47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204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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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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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明聪、马心忠、陈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明聪、马心忠、陈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作出（2018）豫 0105 民
初 46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 0105 民初 4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南楼 204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
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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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玲、梅占军、许昌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彦玲、梅占军、许昌
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许昌市通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作出
（2018）豫0105民初44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4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2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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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付军、梅占军、许昌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梅付军、梅占军、许昌
海纳混凝土有限公司、许昌市通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作出
（2018）豫0105民初46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4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2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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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小妞、钱立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被告于小妞、钱立杰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8）豫0105民初454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4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
楼 204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
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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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西京、白爱国、博爱县隆源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告买西京、白爱国、博爱
县隆源运输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
院于2018年1月5日作出（2018）豫0105民初482号民事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民初48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204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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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9、21853、21841号

张俊锋、赵学庆、马琳、李永光：本院受理（2017）豫 0105 民
初21849、21853、21841号案件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俊锋、赵学庆、马琳、李永光、刘江波、李胜笛
追偿权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21849、21853、21841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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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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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1855、21861号

张明涛、张红轩、郭小东、毋三忠：本院受理（2017）豫 0105
民初21855、21861号案件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明涛、张红轩、郭小东、毋三忠、焦作市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1855、2186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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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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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1851、21846、21862号

鲁跃华、袁世进、卢成海、赵夺魁：本院受理（2017）豫 0105
民初21851、21846、21862号案件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被告鲁跃华、袁世进、卢成海、赵夺魁、周海龙、商
丘平安货运有限公司、光富强追偿权纠纷三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1851、
21846、218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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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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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21852、21845号

蒋伟红、于会泳、陈卫波、栗慧英：本院受理（2017）豫 0105
民初21852、21845号案件原告河南茗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被告蒋伟红、于会泳、陈卫波、栗慧英、内黄县恒通物流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1852、21845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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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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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初6107号

王金辉、河南农建实业有限公司、河南中原棉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胡华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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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保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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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祭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松华、太康县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
国辉诉被告李松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
中心支公司、太康县春天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三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马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婕、李源：本院受理原告勾晓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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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105 民初
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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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市东城区豫家便利店：本院受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与许昌市东城区豫家便利店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0执2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决
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十本账、限制消
费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魏都百家鲜超市：本院受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与许昌魏都百家鲜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0执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决定书、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十本账、限制消费令。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美乐购物超市：本院受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与禹州市美乐购物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
执24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决定书、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十本账、限制消费令。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米兰春天生活超市：本院受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
限公司与禹州市米兰春天生活超市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0执3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决
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十本账、限制消
费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082民初4539号

周保锋、杨麦玲：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082 民初 453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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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顿小杰：本院受理常红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本院（2018）豫 1003 执恢 8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本公告期满三日内
履行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5）魏民一初字第
42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对已查封的你名下位于许昌市仓库路劳动家园4号楼4单
元4层西户的房产一处予以评估、拍卖或变卖。同时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的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
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
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
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杰增、河南佳家暖换热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国营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1003民初3032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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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翠兰：上诉人赵红培与被上诉人王三军及原审被告赵占
民、吴翠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 民终 81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
容：本案按上诉人赵红培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
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202民初2100号

三门峡华电矿业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红山混凝土有限公
司、高永春、徐晓阳、王璐琦：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诉你与高迎春、高永春等金融借款
纠纷一案，因被告高迎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
院已作出（2017）豫 1202 民初 2100 号民事裁定书，后被告
高迎春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1202 民初 2100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
或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黎记红：本院受理原告岳凤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 民初 676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内来本院速裁中心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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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仁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林胜：本院受理原告谢
静诉被告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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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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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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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号

孙秉磊、孙松哨、朱培涛：本院受理原告韩海颖诉郑新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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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向涛、王小利：本院受理原告张素云诉马延恒及你们申
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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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超：本院受理原告郭随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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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飞明：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顺达建筑租赁站与你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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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柳永江：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普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你委
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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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银海、赵秋花：本院受理的原告马莉莉诉被告韩银海、赵
秋花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 民初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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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宏伟：本院受理原告董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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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叶县法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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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涂立群、靳国珍：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融葆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宁建坡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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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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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次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鹏：本院受理何光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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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送达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豪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巧霞：本院受理谷超
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203 民初 120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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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鑫汇叶腊石矿：本院受理原告余转正诉被告张占
成、被告乐凤池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已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82 民初 5277 号民事判
决书。本案宣判后，原告余转正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送达上诉状一份，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

分行与被执行人河南华邦陶瓷有限公司、吴国栋、吴晓前、
吴丽、支丽、吴芳、曾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
被执行人吴晓前所有的位于郑州新区商都路 22 号 C20 楼
1-3 层 26 号（房产证号：0901018873）、被执行人吴丽所有
的位于郑东新区商都路 22 号 C20 号楼 1-3 层 27 号（房产
证号：0901098823）的房屋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
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后登陆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谙诺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弘川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城管监察大队与你方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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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金根：本院受理原告周红军、张小献、刘时义诉你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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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并定
于2018年5月24 日上午8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