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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盼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统一代码91410182MA4
0TBB10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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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旗源机械防护工程有限公
司（410526000020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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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宣景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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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博盛电器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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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万得福餐饮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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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一丽制衣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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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泌阳县新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1000万元减至7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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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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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人宁胜武于2009年12月
9日向郑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
有限公司缴纳质保金10000元
所出具的票号为：0033438的
收据联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范县一丽制衣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1092MA3XEG4H75）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慕尚家具有限公司行政公
章和财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2006年5月28日出生于确
山县人民医院的杨思琪（女）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
G410237184，声明作废。
●牛志强丢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410225618212232，声明作废。
●盛源劳务队临时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4112241970061
538190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诚信劳务临时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411224197212123
82101）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7年1月5日出生的巢义
阳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27144，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18日出生的马
浩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061122，声明作废。
●2014年7月16日出生的杨
一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127155，声明作废。
● 公 告

我处于2018年3月19日作
出了(2017)新红证决字第5号
《复查决定书》，决定撤销（2015）
新红证执字第45号《执行证书》。

特此公告。
新乡市红旗公证处2018年3月23日

●新乡市熠熠生辉网络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
04MA40HH4P3J）经 股 东 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
债务。特此公告。
●新乡市成事网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0
4MA40HH5J0R）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请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南阳鑫润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1393000011611）经股东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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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南县山水画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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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喜田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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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众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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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梁灿养殖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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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同鑫源农牧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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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蔡县小满餐饮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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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刊登在2018年3月20日
13版的关于谢文霞诉孔冬霞、郭
新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7豫9001民初7200号）
中的被告人“孔冬霞、郭新新”更
正为“孔冬霞、郭新新、李军杰、
李新科：四人，欲将本案中的四
被告一起公告送达。特此更正
●本报刊登在2018年3月8日
13版的“原告和艳霞”现更正
为“原告和艳旗”。特此更正。

●2010年3月11日出生的刘
皓燃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871431，声明作废。
●2012年11月18日出生的秦
豫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03874，声明作废。
●2013年4月11日出生的王
镱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1447584，声明作废。
●2013年1月23日出生的徐
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058045，声明作废。
●2014年2月26日出生的张
一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654567，声明作废。
●许昌博厚科技有限公司开户
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030003
260501，声明作废。
●2013年1月22日出生的刘
子怡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335410，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19日出生的杨
晓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00355，声明作废。
●唐河县金中阳商务宾馆营业
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411328
626326150声明作废。
●长葛市洪雨浩副食店营业执
照副本丟失，统一代码：924110
82MA44XKX02F，声明作废。
●嵩县白河镇劳动保障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3
253969877523）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正副本丢失，法人代表：姚
天峰，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姚济民营业执照
（统一代码：92411081MA40L6
MU0B）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建玲食品商行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41100
219650920111001，声明作废。
●胡宝华残疾证遗失，证号：4102
2419860213073X12，声明作废。

●滑县瓦岗寨乡新型社区建设服
务中心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64000559601，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万得福餐饮有
限公司（411503000003406）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
登记证、公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县文留镇俊月烟酒门市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928616002184，声明作废。
●西华县徐燕君百货副食批发中
心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2621147369，声明作废。
●周口市吉安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0W05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7003447，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Z9895（41162005963
5）、豫P8X86挂（4116200596
34）营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隆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PJ9720 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40971，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9E177（411620081358）、
豫P13D3挂（411620081359）
营运证均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万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9F36挂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620038378，声明作废。
●民权县王庄寨镇新江家庭农
场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1421000016526，声明作废。
●汝阳县刘店镇岘山小学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12
410326586031938Q，声明作废。
●罗山县九里关茶叶专业合作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山支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账号：2624
08908726，核准号：J51590001
12601，许可证编号：4910-00
747341，声明作废。

●李洪亮残疾证遗失，证号：41160
220010812251X71B1声明作废。
●郭帅雷残疾证遗失，证号：4103
2919950725401514，声明作废。
●洛阳冠鑫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1
032907944392X7，声明作废。
●纳税人贺新泉普通增值税发
票遗失三份，发票代码：14100
1620043，票号：08726671、08
726673、10171849，声明作废。
●2016年1月4日出生的张爽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1363134，声明作废。
●禹州市苟四羊肉粉店营业执
照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10
81MA4416B85M，声明作废。
●新蔡县黄楼镇中心幼儿园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丢
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117
29076835573M，声明作废。
●个体户孔根岭银行开户许可
证丢失，核准号：J5031000263
001，声明作废。
●河南德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729MA444D689
D）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2011年10月29日出生的赵
奕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173420，声明作废。
●民权县永庆电料电器销售部遗
失发票3份，发票号码：38889249、
38889256、38889261，声明作废。
●2014年12月3日出生的金
琪媛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43608，声明作废。
● 通许县民政局公告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经核准，以下单位准予成
立登记，现予以公告。1.名称：
通许县舞蹈协会，法人：于吉云。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建广、李勇、孙启森：本院受理原告郑谢萌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711民初63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烽辰：本院受理原告郭保杰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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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之日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丰园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平顶山市田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您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民初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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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丰园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平顶山市宏辉伟业广告有限公司诉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民初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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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瑞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艺丹诉你及付朝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403民初4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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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楚建忠、菅银华：本院受理原告边旭红诉陈述及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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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晓琳：本院受理原告戎普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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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冯建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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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霍中梅、贾振宇：本院受理原告王铁柱与霍中梅、贾振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霍中梅、贾振宇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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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敏：本院受理王钢山申请执行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人民法院（2017）豫0203民初289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3执1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裁定书、罚款决定书及执行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锡者：本院受理赵立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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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02民初1754号

王光远、王丹凤：本院受理原告袁东诉被告王光远、王丹凤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诉二被告王光远、王丹凤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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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天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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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702民初2295号

邢黎明、邢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刘大国诉被告邢黎明、邢利
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诉二被告邢黎明、邢利
军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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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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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天内。并定于
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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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702民初1758号

李武华：本院受理原告黄保来诉李武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被告李武华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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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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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天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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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边述广、孙爱利：本院受理原告刘银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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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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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军：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中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
韩敬斋、娄军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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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民：本院受理原告张旭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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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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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902民初1439号

朱亚飞、王瑞超：本院受理原告管孝通诉被告朱亚飞、王瑞
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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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审理。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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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海甫：本院受理原告郭志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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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1038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贺海甫偿还原告郭志
虎借款本金9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案件受
理费20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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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芳：本院受理原告戚永峰诉被告赵丽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
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平：本院受理（2018）豫0902民初2257号原告李会胜诉
被告王桂平、王领俊、濮阳县银源纺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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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如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琦：本院受理韩怀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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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人员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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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培泽、王瑞霞：本院受理原告谢攀攀与朱培泽、王瑞霞
（2018）豫0922民初187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朱培泽、王
瑞霞下落不明，现依法向朱培泽、王瑞霞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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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韩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705号

毛玉芳：本院受理原告魏晓诉被告毛玉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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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保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行
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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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永进、袁晓奇、河南省恒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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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
进、袁晓奇、河南省恒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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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铂辉矿产品有限公司、程红卫：本院受理（2018）豫
0102 民初 783 号原告姚淑芳与被告郑州市铂辉矿产品有
限公司、程红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
（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的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二庭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4月26日10时至2018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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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多风情街 4 号楼
124-126号商铺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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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法官 联
系电话：17603708551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4月26日10时至2018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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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中置华府3号楼2单元1103室房地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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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法 官 联 系 电 话 ：
17603708551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田盘坤申请执行尚培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尚培红的房产一套进行评估
并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
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尚培红名下位于长葛市铁东路中
段东侧5排5号证号为长房字第17740号房产，面积182.89
平方米、附房面积 18.09 平方米，评估价格共计为 471500
元，经合议起拍价为471500元，保证金4万元，竞价增加幅
度0.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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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磊、张黎娜、郭斌:本院受理原告郭润坤诉被告曹磊，第三人
张黎娜、第三人郭斌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上诉人郭润坤就
(2017)豫0105民初18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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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南楼508室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新旺、付青秀、安阳市安龙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支行与被告雷新
旺、付青秀、安阳市安龙运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4 民
初21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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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院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