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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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中华路光明街中段北侧房屋 [房
屋所有权证号：新郑房权证字第 160101134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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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一开：本院受理原告王萍与被告常文杰、王一开执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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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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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4月04日10时至2018年04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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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玉前路东
侧庆都花园 41 号楼 1 单元 9 层 904 室房屋【产权证号：
1201003301】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
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8 年 4 月 04 日 10 时至 2018 年 4 月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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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中华北路东侧同乐路北
侧 39 号楼 2 单元 1 层 111 号房屋【合同编号：14715341】、
新郑市中华北路东侧少典路北侧 13 号楼 2 单元 17 层
1701 号房屋【合同编号：12437901】、新郑市新华路街道
办事处金城路东段南侧金隆花园 5 号楼 1 单元 5 层东户
房屋【房产证号：新郑房权证字第 0601016758】进行首次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
新郑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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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北
侧，泰山路西侧中州·金秋乐园 21 号楼 1 单元 1 层 101
号房产【权证号：13010028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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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广飞诉你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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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中心法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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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萌：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浩开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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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间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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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倩、关永景：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浩开汽车贸易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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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间及提出答辩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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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桂豫兴隆面业有限公司、陈晓明、朱鸣丽: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行诉
你们与吕民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 民初 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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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山县天河雪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吴新华、王惠
平与被上诉人驻马店市爱家量贩有限公司、孙献法及你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17民终3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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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朱海燕、朱根成、河南祥润天目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张金锁与被告张留成、第三人驻马店市伟成鑫
隆有限公司及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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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水英、徐贵芳：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及平顶山市一鼎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何红涛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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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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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第 1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笫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会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发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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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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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祝相立、平顶山市克瑞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河南友信建设有限公司与祝相立、平顶山市克瑞建筑
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李国西、平顶山市鼎鸿建筑机械
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411 民初 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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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 10 时

至2018年3月17日10时止在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淘
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5/
10?spm=a213w.3065169.courtList.939.n4W8gM,户名：平顶山
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对平顶山市新城区经二中南段路东建
业森林半岛 18 号楼东四单元 2-3 层西户 202 房产证号
F20090800459房产依法进行二次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

样的时间与方式:2018 年 3 月 6 日 10 至 2018 年 3 月 6 时 17
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15 日
18 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
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
说明。咨询电话：0375-2862796，13937568936 监督电话：
0375-2862230。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
道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310B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航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彦芳、田圆圆：本院受
理的上诉人河南兴利和实业有限公司、吴艳萍、耿晓利与
被上诉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河南航瑞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彦芳、田圆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本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六号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国亭、高秀风：本院受理原告陈文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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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并定
于 2018 年 6 月 7 日下午 3 时 3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辉勤：本院受理原告王继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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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定浩、陈冬冬（陈东方）：本院受理原告王环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422民初26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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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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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姬会丹（又名姬小丹）：本院受理原告白红旗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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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一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顺杰：本院受理原告马恒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 0425 民初 2931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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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会欣、杨征玉：本院受理原告王拥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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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心法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亚培、张守鹏：本院受理原告郏县福万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7）豫 0425 民初 305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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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天军、李品：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延宗、王延辉申请
执行胡天军、李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们
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8）豫0482执863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豫0482执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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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金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刘全勇、卫小
玲与你公司解除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
费令限你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立即按照已生效（2016）
豫 0811 民初 81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逾
期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利军：本院受理原告焦作豫通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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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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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一楼民事审判第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和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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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丛思绮：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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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7）豫 0811 民
初 31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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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富荣、宋根顺：本院受理原告孟凡贵、张文莲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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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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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一楼民事审判第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联齐：焦玉贵与马联齐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立案
执行后，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传票等手
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星楠：本院受理原告朱荣占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215号民事裁定书、
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诉请：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欠货
款9555 元；2、诉讼费用、欠款银行利息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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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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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新峰、魏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许长岭诉史新峰，魏红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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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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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志强、仝精鹤：本院受理寿继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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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
逾期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志强：本院受理陈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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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志强：本院受理董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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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志强：本院受理范秀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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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庄法庭审理，逾期依
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广申、位荷英：本院受理原告秦素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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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
15 日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广申、位荷英：本院受理原告秦新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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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
15 日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如周：本院受理原告赵可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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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 15 日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华鑫光源科技有限公司、付振芳：本院受理郑守强诉
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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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5 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栗兴只（栗红军）：汪纪国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判决你给付工程款和工具款 63000 元。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振宇、刘芯宇：本院受理原告李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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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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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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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勇：本院受理原告张二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06 民初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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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勇：本院受理原告张六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06 民初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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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488号

河南金源纺织有限公司、新乡市阳光电源制造有限公
司、项建平、刘淑琴、祁向东、李克兰、魏明四、武清梅、秦
文英、张好奎、张命春、杨现风：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河南金源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市阳光电源制造有限公司、项建平、刘淑琴、祁向
东、李克兰、魏明四、武清梅、秦文英、张好奎、张命春、杨
现风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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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470号

河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延津县永安纺织有限公
司、周建玉、王威、李绍庆、魏新来：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河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
限公司、延津县永安纺织有限公司、周建玉、王威、李绍庆、
魏新来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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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469号

新乡市新马电机有限公司、新乡市佛龙橡胶有限公司、河
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马林波、李绍庆、申成文、
魏新来、王威、魏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卫北支行诉新乡市新马电机有限公司、新乡市佛龙橡
胶有限公司、河南省威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马林波、李
绍庆、申成文、魏新来、王威、魏斌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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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16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468号

新乡市伟业家具有限公司、新乡市新华天饲料有限公司、
新乡市凯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李海、关利华、朱伟伟、赵
晨晖、曹锋、李心岭、赵泉诚、周芬羽、赵彦伟、白雪：本院
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卫北支行诉新乡市
伟业家具有限公司、新乡市新华天饲料有限公司、新乡市
凯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李海、关利华、朱伟伟、赵晨晖、曹
锋、李心岭、赵泉诚、周芬羽、赵彦伟、白雪金融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乡市乾坤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新乡市同仁祥实业有限公
司、刘勇坤、王海勇、孙建国、马志红：本院执行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乡黄岗支行诉你等六被执行人与其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等六被执行人公告送达（2017）豫0711
执 76 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逾期将依法对新乡市乾坤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被查封的位于新乡市卫北工业园区纵二路与横三路交
叉口西南角（土地证号：新国用﹝2014﹞第 05027 号）的土地
予以变卖。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陆草原：本院受理原告吕布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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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留团：本院受理原告张风灵诉你及谷武干、刘宜琳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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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民、程超霞：本院受理原告李争光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11 民初 5288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赵红民、程超霞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争光支付 14 万元及
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从 2017 年 10 月 13
日支付至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李楼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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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范红涛、张流军：上诉人杨万会和被上诉人王启飞、高艳
红、张胜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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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03民终6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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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梅：上诉人郭武装就（2017）豫0305民初261号民事判
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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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
人北京宣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孙永刚、原审被
告北京宣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民辖终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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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少锋、王克锋、王彭辉：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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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4123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波飞、韦玲凡、姚桃芬、赵巧玲：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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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41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关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铁流、史顺学：本院受理原告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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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412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英晓：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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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41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6民终947号

邢晴晴：本院受理上诉人扶沟县德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王永红, 原审被告邢晴晴、邢书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民终94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淮阳县北关泽远阳干菜批发部、张媛媛、何铁蛋：本院受理
郑州屏荣食品有限公司与你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626 民初 238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4 月 9 日 10 时

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
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裴丽娜所有的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北环路北
侧 001 幢 001 号的住宅。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
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