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皇城彩钢制品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宜阳乐丰矿产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方城县健康人医药超市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上蔡县家祥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郑州市海正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3MA3X5KJEX2）经决
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民权县恒予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代码：91411421395868081W）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洛宁县志刚农作物专业合作社（93
410328MA40N0D53W）经成员
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公告

●缴款人王耀伟于2016年3月
17日交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
6385元所出具的票号为32660
528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
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收据联
不慎丢失，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
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特此声明。
●本报于2018年2月14日第
6版刊登的郑州市金水区人民
法院原告韩金山诉被告河南鸿
鹄置业有限公司、童广伟的公
告中，其中被告“董广伟”应更
正为“童广伟”，特此更正。
●本报于2017年12月25号第
10版刊登的安阳市龙安区人民
法院的公告中，“安阳市五洲国
际工业博览城有限公司”应为
“安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有限
公司”，特此更正。

注销公告

●李源兴不慎遗失洛阳恒大绿
洲 65-2-702 预售购房款发
票，代码241001410070，号码
00541106，声明作废。
●郭铁庄因保管不善，将位于永乐
大道西段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证号；平国用【2009】第0065号
证书编号NO.1642127S使用权
面积：210平方米）丢失，声明作废。
●张东丽，警官证，警号：1028
5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郭永祥，警官证，警号：0121
2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郭建岭，警官证，警号：0121
2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5日出生的陈世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2621243,声明作废。
●2015年11月21日出生的胡涵
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260413，声明作废。
●民权县恒予商贸有限公司（税
号 91411421395868081W）2
份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4100161320，票号04975336、
04975338，声明作废。
●2012年8月8日出生的曹嘉诚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435719，声明作废。
●2015年3月10日出生的王佳
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150001，声明作废。
●2014年1月27日出生的王恩
熙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08974，声明作废。

●2017年7月14日出生的石
梓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973297，声明作废。
●李嘉祥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0687864，声明作废。
●2012年7月24日出生的刘梓
铭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743835，声明作废。
●邓舒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Q411169860，声明作废。
●2014年2月16日出生的魏雨
晨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43032，声明作废。
●2014年9月12日出生的张柯
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655233，声明作废。
●2015年8月30日出生的张奕
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42339，声明作废。
●个体户张晓芳营业执照正副
本丢失，注册号41108260090
7398，声明作废。
●许正现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2219680812081343，声明作废。
●2016年1月23日出生的冯楚
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652448，声明作废。
●2017年2月5日出生的黄依姌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60739，声明作废。
●尚武科残疾人证丢失，证号4103
8119740320405244，声明作废。
●豫A6812F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16780，声明作废。
●慕国平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2375声明作废。
●范航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P410687413，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2013年4月4日出生的刘语
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68080，声明作废。
●2014年5月6日出生的于川
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35050，声明作废。
●2012年3月27日出生的李子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533605，声明作废。
●2014年6月17日出生的苏俊
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55538，声明作废。
●袁晨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M410735669，声明作废。
●靳子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N410408710，声明作废。
●张雨鑫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I411872712，声明作废。
●杨伟轩出生医学证明损坏，编
号R410614602，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9日出生的高子
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125947，声明作废。
●2014年9月11日出生的王馨
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443182，声明作废。
●2012年1月29日出生的姚锦
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358928，声明作废。
●2010年12月28日出生的张庆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148842，声明作废。
●临颍县鞋管家擦鞋店营业
执 照 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122617443941，声明作废。
●2010年4月5日出生的王以
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K410237733，声明作废。

●西华县安慰飞防农业植保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鸿远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卓越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号411023000023181）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新安县正村保良石料加工厂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323MA40FWXR4E声明作废。
●河南省联侨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临颍分公司公章遗失，编号：
4111220020208，声明作废。
●河南省联侨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临颍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91411122MA3XDH2E7F）
遗失，声明作废。
●西华县西华营镇张红军副食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03016033，声明作废。
●郑章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2
419710320071922，声明作废。
●贾小琴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59020225X44，声明作废。
●虞城县鑫威养殖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证号:
412321689722387，声明作废。
●河南金色世纪律师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41000
0735531224J) 不慎遗失税控
盘，特此声明作废。
●孟宪玲，房屋坐落：郑东新区宏
图街29号8号楼1单元9层9号
房产证（产权证号：1401070431）
房地号：8472547575-1002-00
3（4876-4137-08）房产证遗失。
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安阳鼎豫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丢失，现声明作废。
●朱传明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900612265844，声明作废。

● 变更公告
1.原阳县齐街镇第二初级中学法
人由韩柏林变更为牛原臣；2.原
阳县齐街镇留侯中心小学法人由
王丙存变更为韩红恩，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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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震：本院受理原告周海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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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民初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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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将于送达之日起 15 日后生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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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娟荣：本院受理原告郝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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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豫 0204 民初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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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将于送达之日起 15 日后
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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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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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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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恒福祥门窗玻璃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中州实业
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利多来实业有限公司、齐军、宁志英、
孙国兴、马巧梅：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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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民初 341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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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精杰：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郭亚垒申请执行张精杰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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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的（2018）豫 0482 执 42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
书，限你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书面报告
你当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本院将对你依法强制执
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867号

曹瑞乾：本院受理原告吴志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18）豫0928民初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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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
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彩芬：本院受理薛建军诉南乐县房地产管理所房屋行政
登 记 三 个 案 件 ，案 号 分 别 为（2018）豫 0922 行 初 7 号 、
（2018）豫 0922 行初 8 号、（2018）豫 0922 行初 9 号，三个案
件将合并审理。你作为三个案件的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三个案件的行政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智能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西胜、范县长鑫保温材料厂、白启军、濮阳市友合木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怀勇诉被告刘西胜、范县长鑫保
温材料厂、白启军、濮阳市友合木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465号

刘志广：本院受理原告冯顺义诉被告刘志广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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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起诉主张被告支付货款
187570 元。自本公告之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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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仇志磊：本院受理原告郝兆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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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超、刘凤：本院受理路现生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忠阳、范玉彩：本院受理刘俊姣与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郑忠阳、范玉彩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刘俊姣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因你二
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928
民初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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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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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朝：本院受理原告司马记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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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枝：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志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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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建杰：本院受理原告刘凤森诉你、秦培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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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永庭：本院受理原告刘凤森诉你、秦培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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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粱亚琼、郭磊磊：本院受理原告郭胜利诉你们及孙要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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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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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展欣、杨向莹、张秋平、洛阳安畅工矿设备有限公司、潘
揪义、陈应召：本院受理张卷欣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7）豫 03 民终 3805 号民事判决书，按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处理。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朱向东、洛阳汇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万营、陈
杏稳、洛阳市高瑞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与武金帅、陈盼盼及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7）豫 03 民终 10023 号民事判决书，一、维持原审判决
第二项；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汇科公司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清偿武金帅借款本金 262500 元及逾期利息（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按年利率 24%计算逾期利息至上述指
定的给付期限为止）；三、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四、驳回武
金帅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肖红军、郭文霞、朱伟、晋苗拴：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市聚
粹轴承机床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洛阳市银洛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市展豪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2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鸿科实业有限公司、洛阳易得传动轴有限公司、洛阳
市易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河南科得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李朝敏：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市博马农业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杨国栋、李润先诉被上诉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2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改姣：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明诉你与刘国伟、杨玉站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第二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3民初337号

李巧茹：本院受理原告刘宇国与被告河南恒和置业有限公
司、第三人王永波、李巧茹、王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豫 03 民初 337 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6民初2721号

杨明全：本院受理的耿小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26 民初 2721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一、准予原告耿小芳与被告杨明
全离婚。二、婚生儿子、女儿由原告耿小芳抚养，抚养费暂
自理（待孩子年满十八周岁，随父随母由其自择）。案件受
理费300元，公告费480元，由原告耿小芳负担。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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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永平、尤秀平：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马彬与被执行人
邵永平、尤秀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河南诚
成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邵永平、尤秀平共有的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华夏南路正阳广场小区 3 号商住楼东单元
14 层南湖的房产，作出的豫诚评报字（2018）第 002 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后即视为
送达。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
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常建保与被执行人司慧敏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司慧敏所
有的豫FF2585号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一辆。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军祥、鹤壁森淼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
请执行人何书善、王仲胜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宋军祥、鹤壁
森淼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案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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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611 执 209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16）豫
0611 执 209 号之二通知，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宋军祥所有的
豫 F47234 号奇瑞牌、豫 F37234 号大众牌小型轿车两辆。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后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履

行期满后下星期二上午 10 时到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庭第六法庭选择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将依法随机选择
评估机构。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志：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吕洪明申请执行被执行人
王学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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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 0611
执1038号之二通知，责令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
本院作出的（2015）淇滨民初字第 285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后即视为送
达。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王学志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朝阳路 19 号院 6 号楼东 3 单元 32 号的
房屋，并定于履行期满后下星期二上午 10 时到鹤壁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庭第六法庭选择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
将依法随机选择评估机构。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刘凯军：本院受理原告许昌
溪源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天上午 9 点（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尚集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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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 日

10时至2018年4 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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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市二七区京广南路68号开元丽城7号楼东1单元4层东户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全有：我院受理的王保红所提执行异议一案，你作为原
申请执行人，应向你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届满后次日起第三日到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进行听证，逾期则按缺席处理。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3月27日10时至2018年3月28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汝南县鸿宇电
动车制造有限公司占有的位于汝南县工业集聚区金城路
东侧、金凰路西侧北侧的房屋(汝房字第00085800号、汝房
字第 00085801 号、汝房字第 00085802 号)、土地使用权(汝
国用（2013）第 089 号)及地上附着物。具体详情请登录淘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
卖 须 知 》。 咨 询 电 话 ：0396-2168065 监 督 电 话 ：
0396-2168020，联系地址：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8）豫04执3号

本院依据（2018）豫 04 执 3-2 号执行裁定书于 2018 年
2 月 22 日查封、评估、拍卖平顶山市云阳海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所有的租赁给平顶山市湛河区委平顶山市湛河区人
民政府，位于平顶山市神马大道（150 号）西段路北金阳光
幼教艺术中心东（六层办公楼）的房产。查封限额：叁佰万
元整。查封期限为叁年，自2018年2月22日起至2021年2
月21日止。在上述期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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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设定权利负担。否则，本
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邹沛、邹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天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 0105 民初 31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垫付本息 140011 元，支付
违约金 99800 元，保险费用 2260 元，并互负连带责任。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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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10 时起至 2018 年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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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碧桃路 109 号 11
号楼 3 单元 6 层 72 号（产权证号：1409062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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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