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长群、郑慧萍：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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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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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天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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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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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路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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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兵、石二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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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宇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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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执 14135 号

河南丽高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刘克、梁伊乐、刘燕燕、张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
达(2017 )豫 0105 执 14135 号执行通知书、( 2017 )豫 0105
执 14135 号财产报告令、(2017) 豫 0105 执 14135 号执行裁
定书、(2017)豫 0105 执 14135 号执行决定书及(2017 )豫
0105 执 14135 号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
日起 3 日内履行(2017) 豫 0105 民初 11628 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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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执 14070 号

巩义市宇恒塑胶有限公司、康现鹏、贾银卿、河南众诚铝
业有限公司、郑州凯旋特种焊材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
告送达(2017 )豫 0105 执 14070 号执行通知书、( 2017 )豫
0105 执 14070 号财产报告令、(2017) 豫 0105 执 14070 号执
行裁定书、(2017)豫 0105 执 14070 号执行决定书及(2017 )
豫 0105 执 14070 号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
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7) 豫 0105 民初 12376 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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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执 14137 号

河南冰熊制冷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冰熊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王力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申请执行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0105 执 14137 号
执 行 通 知 书 、( 2017 ) 豫 0105 执 14137 号 财 产 报 告 令 、
(2017) 豫 0105 执 14137 号执行裁定书、(2017 )豫 0105 执
14137 号执行决定书及(2017 )豫 0105 执 14137 号限制高
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7)
豫 0105 民初 11711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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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通知书
李彦涛：本院执行的王彩虹申请执行你与刘江波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的(2015)二七民二初字第 2931 号
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责令你们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但你们执行未履行。本院在执行过程
中依法查封了李彦涛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99
号 15 号楼 2 单元 3 层 14 号房产，并向你公告送达了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履行义务，
但你们仍未履行。我院依法委托河南岳华房地产估价
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下的上述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
为 191.20 万元。后我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房地产评估报
告书及拍卖裁定书。并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委托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对你名下的房产进行拍卖，2018 年 1 月 19
日以 153.3460 万元拍卖成交。在执行过程中查明：你名
下的上述房产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抵押登记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抵押金额为 40 万元，抵
押期限 30 年。2018 年 2 月 1 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行向我院申请优先受偿权申请书，载明：截
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你所欠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331467.54 元。我院依法从房屋拍卖款中优先支付你所
欠银行的抵押贷款及利息。经核算你所欠申请人王彩
虹本金及利息共计 351304 元，并负担案件执行费 3499
元，我院从房屋拍卖款中支付于申请人王彩虹。本院现
通知你名下的房产拍卖款尚有 847189.46 元，并前往我院
领取剩余的拍卖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 0105 执 2214 号

孙和杰、岳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5）金民四民初字第 171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
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执
221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怡飞、付红利、河南绿地广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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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企融借款合同纠纷六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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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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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密正泰耐材有限公司、新密四季同达生态园有
限公司、范建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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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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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文龙、楚亚平、焦瑞霞、姚宏雷、朱玉红、张粉菊、庞国
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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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7）豫 0105 民 初 14667 号 、26156 号 、
26157 号、2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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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大中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秦银战、王清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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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南阳金戈利镁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大中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秦银战、王清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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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 0105 执 12616 号

南阳金戈利镁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大中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秦银战、王清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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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字 12616
号执行通知书、（2017）豫 0105 执 12616 号财产报告令，责
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
豫 0105 民初 1163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
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玉峰:本院受理原告刘亚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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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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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观胜：本院受理的原告冯玲诉被告赵观胜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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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奇：本院受理原告苏伟伟诉被告张奇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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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军、孙树林：周超杰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1民终7154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因无法有效联系到你们，现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 0105 执 11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审理、执行过程中查封被执行人孙树林名下
位于昌平区东小口镇天通苑西苑2号楼1至3层4号（房产
证号：X 京房权证昌字第 475475、475476、475477 号）房产、
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香水湾 B 区金缔花园度假村 9-107
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 20160707 号）房产，冻结被执行人
韩军、孙树林名下银行账户。限被执行人韩军、孙树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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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房屋。同时向你们公
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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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真真：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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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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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坤：本院受理原告杨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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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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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战岭：本院受理的原告种森林诉被告刘战岭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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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小平：本院受理原告贾世平诉被告郝小平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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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林辉诉被告魏东教育培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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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伟：本院受理原告徐晓妍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251 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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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告知你。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书民：本院受理的原告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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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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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狼视觉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圆梦酒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狼视觉企业形象设计有限
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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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木子形象设计店：本院受理原告杨培诉你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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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红梅、杨潇洁、宋成：本院受理原告郭郑尔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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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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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柴景晓诉被告刘继成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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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彦军、刘佳：本院受理原告晁海宽诉被告牛彦军、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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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崔艳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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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浚生：本院受理原告孟秀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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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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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保亭：本院受理原告魏国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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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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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柏坤、尚含齐：本院受理原告郑州伟明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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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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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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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91民初17043号

史蕊蕊、代光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万迪来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91 民初 17043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领取上述文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
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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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91初632号

李会超、赵学峰：本院受理河南万迪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6017豫O9民初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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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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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久嘉箱房有限公司、唐振东：本院受理原告胡成美诉
被告郑州久嘉箱房有限公司、唐振东租赁合约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风险提示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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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花园口人民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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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萍：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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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玉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寒诉被告赵玉明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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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建春、李建略、李成群、张骁虎、杨松超、徐进良、裴群
峰、苏道敬、韩伟、史俊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郑州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十案，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308、1296、1300、
1295、1309、1301、1305、1306、1298、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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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婷：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升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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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执13018号

郑州诚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河南鸽瑞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葛生斗、李建琴：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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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8 号
执行通知书、（2017）豫 0105 执 13018 号财产报告令及
（2017）豫 0105 执 13018 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
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6）豫 0105 民初 19379 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郑州诚
信资产名下位于上街区松花江路西段南侧、安阳路西段
北侧土地（产权证号：郑上国用（2013）第 170 号）；松花江
西侧、天山路西侧土地（产权证号：郑上国用（2013）第
171 号）；安阳路北侧、骊山路西侧土地（产权证号：郑上
国用（2013）第 176 号）共计三幅土地予以评估、拍卖。同
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们应于公
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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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8 年 4 月 5 日 10 时至 2018 年 4 月 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少林大道少林小区永泰中路西二
巷 1 号住宅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4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叶涛: 本院受理原告史福军诉你及苑卫东不当得利
纠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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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民事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卢革委、王彩菊：本院受理原告黄郑华诉你们二人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限你们二人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届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峰：本院受理原告邵翔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205 民初
9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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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宝龙：本院受理的原告董志永、李海霞与被告韩宝龙、贾
晓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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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周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段智强申请执行乔爱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对乔爱花名下位于长葛市市区新华路中
段北侧房产证号为长葛市房权证长字第 00004408 号的房
产进行评估并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房
屋面积51.68平方米，评估价格为397900元，经合议起拍价
为397900元，保证金4万元，竞价增加幅度0.5万元。与本
案拍卖财产相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
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
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
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http: //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4月5日10时至2018年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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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民权县产业聚集区建业路
办公楼房地产，民权县顺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钢构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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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322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记中、李保杰、李保红、蔡永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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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82 民
初 45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商事
一审判团队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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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许昌市中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嘉达纺织有限公司（原许昌嘉达贸易有限公司）、许昌
嘉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昌县正和纺织有限公司、许
昌市同庆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宋盛、韩艳军、宋涛、孙曼：本
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许昌嘉达纺织
有限公司（原许昌嘉达贸易有限公司）、许昌嘉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许昌县正和纺织有限公司、许昌市同庆纺织
实业有限公司、宋盛、韩艳军、宋涛、孙曼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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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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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天基宾馆有限公司、新疆温宿县库尔归鲁克煤炭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越盛置业有限公司、新疆天基水泥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杨俊刚与郑州天基宾馆有限公司、新疆
温宿县库尔归鲁克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郑州越盛置业
有限公司、新疆天基水泥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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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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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风险十本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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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三门峡富元果胶工业有限公
司、三门峡市兴河石油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刘庆梅、苏
玉东、杨春萍：本院受理原告李凯辉与你们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一审未出庭,原告李凯辉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3月21日10时至2018年3月2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厂路29号1
幢2单元10层110号房屋[合同编号：GX12969270]进行第二
次 公 开 拍 卖 活 动 ，详 情 详 见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AWywXW&user_id=
2072461411，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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