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印志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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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05 民初14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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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栗永利、申玉萍、张安全、葛山梅、王婷婷、吴国锋、刘群周、
刘铁卫、文杰、李永亮、王小奇、张合菊、裴改红、张泽波、郑
莉浦、赵金甫、郑志刚、裴艳品、周关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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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云龙、秦传梅、唐党恩、周等荣、赵建萍、唐建林：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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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金娣、王士利、秦井刊、翟勇敢、杨庆瑞、耿倩、武永祥、张
红娟、许杰、张转丽、李利、胡军梅、吴传国、黄慧燕、申永贺、
都彦平、梅彦峰、卢瑞霞、郭春伟、孙小艳、李军强、漯河市沣
祥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家巢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河
南金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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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传彬、宋瑞祥、李海英、刘成立、徐巧培、秦军超、孙肖潘、
王凯、周艳丽、赵金锋、刘静宇、郑州一众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孙玉荣、王德生、胡飞龙、陈静静、丁炎恒、张会娜、张柯、
田永喜、王红吉、王艳芳、河南金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王庭干、李翠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东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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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晓美、齐爱心、叶鑫、陈永伟、苏亮、杨丹丹、陈林宁、朱英
霞、张焕芳、邢铁蛋、聂继洋、牛三保、王会琴、张海宽、高建
伟、郭会平、张莉、朱永强、李峰、王莉、胡录灿、何三红、李红
燕、孙峰、薛英、河南金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区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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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飞、张利敏、岳彦强、谢红彦、赵培利、徐瑞珍、付杰、王
娜娜、许国锋、李洁、郑州东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直玉蕾、
史红涛、李西涛、陈晓花、倪坤坤、乔方方、王卫卫、张彦芳、
张大伟、李秀华、杨冰雷、王巧、陈三伟、驻马店市宏通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河南金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区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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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凯、朱小者、盛晓刚、许昌市通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宋永
臣、关敬克、张晓军、殷晓敏、宋国富、廉明霞、博爱县吉安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河南诚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李磊磊、吕
菲菲、武陟县旭鑫汽运有限公司、吴新华、王朵云、商丘天一
货运有限公司、郭赵印、河南中天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家巢
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李家斌、毛梦杰、成巧灵、王超、李
俊鸽、鹤壁浩通运输有限公司、王关强、林连连、王建慧、阜
阳市万事达运输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阴明明、漯河市沣祥
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李小翠、邢艳周、陈林宁、朱英霞、杨帆、
张清花、欧才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东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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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民调13337号

朱森林、河南福麦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崔
刚诉被告朱森林、河南福麦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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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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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2864号

张保恒、张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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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5民初27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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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
(2018)豫0105执2864号执行裁定书将张保恒名下位于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城南路 182 号 9 号楼 1 单元 6 层 12 号的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0601035424）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豫0105执286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则产令和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
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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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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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
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2483号

李浩: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路支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民特68号民事
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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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路支行向本
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2018)豫0105执2483号执行裁定
书将李浩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38号5号楼东2单
元10-11层1008号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1201039890)予
以查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2483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
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
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佔、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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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执3015号

毛彦群、河南国影置业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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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2018)豫0105执3015号执行裁定书将毛彦群名
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林科路8号院7号楼1单元13层1302
号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号10573069)予以查封。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301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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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

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
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
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2867号

张文志、吴清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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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5民初27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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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2018)
豫0105执2867号执行裁定书将张文志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
区索凌路 1 号 8 号楼 23 层 323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1201139108)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执286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
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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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水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亮光、胡冬：本院受理原告王重诉你借款合同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2018）豫
1623 民初 660 号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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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8 点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世杰、马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庆春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
初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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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峰、刘坤、张林：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彦合诉被告田峰、刘
坤、张林、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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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金粮实业有限公司、王克广、邢素真: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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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泉海实业有限公司、彭道远、张凯、杨亚辉、彭娜:本院
受理原告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
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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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强海建材有限公司、张海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
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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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天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张春玲、孙玉田: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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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沟县银山棉纺有限责任公司、杨红霞、刘刚: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保全裁定书，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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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9号

丁力、马海珍：本院受理杨合顺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1761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们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权利人于2017年10月2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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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执
1131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
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2273号

韩志坤、李建民、河南金港珠宝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彭其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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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105民初22273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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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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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晓文、曹书献、张二飞、高清伟、李庆伟、乔丰收、曹恒川、
马鹏：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郑
州分中心诉被告袁晓文、曹书献、张二飞、高清伟、李庆伟、
乔丰收、曹恒川、马鹏信用卡纠纷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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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燕红、张永、孙腾飞、聂艳萍、张峰、张新安、王义刚、刘佳
沂、冯玉存、路春凤：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郑州分中心诉被告张燕红、张永、孙腾飞、聂艳
萍、张峰、张新安、王义刚、刘佳沂、冯玉存、路春凤信用卡纠
纷十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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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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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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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英阁、方硕、乔楠、张子双、杨建华、王全德、贾继红：本院
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诉你们信用卡
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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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金、杨宝山、杨延杰、杨东辉、李建华、靳青云、郭小雪、
周志蕾、齐玉兰、焦卫礼、刘成安、李濛、王亭只、张志超、苏
华杰、赵合林、王敬肖、龚砚果、杨海顺、李国庆、薛丰收、毛
国战、郜燕东、付爱鹏、牛欣、张丽、马超、双云、常会文、刘晓
庆、王保保、安向光：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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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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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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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6656号

河南圣涵通讯器材有限公司、邓国君、王振海、石金明、河南
商贸集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豫0105民初
16656号案件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
诉被告河南圣涵通讯器材有限公司、邓国君、王振海、石金
明、河南商贸集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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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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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秀红、张雪光：本院受理陈志均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5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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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义
务，申请人陈志均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23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盛利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已立案受理李奋
阳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豫0105执10252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亚伟、申浩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宏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被告朱亚伟、申浩林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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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玉州、张丽敏：本院受理原告刘俊华诉被告崔玉州、张丽
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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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郸城县星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张耀新：本院受理的原告李
燕诉被告郸城县星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张耀新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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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永会：原告肖普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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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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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周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永靖县龙吉磨
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周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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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追加被告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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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土林：本院受理的原告解培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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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栋：本院受理原告李岩诉被告张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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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云想：本院受理河南青鸟环宇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与你
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民初3547号民事
判决书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还款义务，权利人河南青鸟环宇消防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105执17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
书、限制高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胜、李永刚、张书强、鹤壁市淇滨区鑫九鼎钻井工程队：
本院受理原告马平阳、赵留占、李鹏涛、赵朋日、林中山、朱
海铭、高钢选、高华、王兵涛、史艳飞、李保太、马振勇、赵
南飞、潘胜利、张套臣、连金斧、藏永超、张坚强、陈冠卿、
赵程增、李建军、朱君铭、陈雅民、高群、张晓军、赵然路、
赵朋元、李昆涛、刘金友、赵朋岑诉被告赵笔、高胜、李永
刚、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市淇
滨区鑫九鼎钻井工程队、张书强劳务合同纠纷三十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追加申
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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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现军：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俊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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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105民初9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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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海之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单海旭、河南九鑫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亚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的（2017）豫0105民初368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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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
执111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
费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本院受理原告原小强诉被告李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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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帅营、河南万森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新密市万力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祁守香、鲁曼、鲁广然、鲁广
志、鲁兴民、毛景花诉被告蒲俊江、魏帅营、河南万森钢结构
工程有限公司、新密市万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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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润达国贸投资有限公司、艾伯聪：本院受理郑州市金
水区汇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748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
人郑州市金水区汇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
执9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润达国贸有限公司、艾伯聪：本院受理郑州市金水区
汇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的（2017）豫0105民初748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郑
州市金水区汇生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
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9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江爱：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娜诉被告秦江爱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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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世厚：本院受理原告安世康诉被告安世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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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昌：本院受理原告殷永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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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中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郭东辉诉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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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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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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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小磊、汤振海: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楚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0191民初326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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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俊峰:本院受理原告赵君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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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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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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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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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华夏海纳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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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志娥: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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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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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孟彪：本院受理张建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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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6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志强、李大红：本院受理原告张保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808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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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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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立和：本院受理原告孙来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
民初656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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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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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民、韩小风：本院受理原告周海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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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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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436号

许霞：本院受理郭建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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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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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四团队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488号

夏晴峰：本院受理董理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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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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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四团队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要杰、毛新红、陈院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汝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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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7635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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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朝亮、鲁向飞、鲁占彪：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汝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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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7625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
审判监督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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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雅斐：原告黄素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0482民初9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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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松杰、田玉芳：原告董永全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82民初8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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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胜利：本院受理原告李会娥与被告刘胜利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82民初999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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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召：本院受理谢玉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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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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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3 民调7422号

河南省铭润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曹芳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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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之后起第3
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审判法庭204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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