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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金珠老黄记餐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张颂宇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0211民初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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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豪：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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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民初39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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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五星、邵景云:本院受理原告司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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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云：本院受理原告薛燕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203民初221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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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宝峡:本院受理上诉人葛涛与你及杨建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答辩状及副本，并定于答辩期满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花香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张春林、郭桂芳、王永
臣、王永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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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你们送达无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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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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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六团队(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巨鸿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李小民、李忻:本院受理杨玉莲
诉河南巨鸿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李小民、李忻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案号为(2017)豫17民初148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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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11日上午
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
依法缺席判决。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21民初778号

姬丽霞：本院受理原告康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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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21民初1014号

刘满河：本院受理原告李玉枝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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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及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化肥款
6835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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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乔建敏：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信阳市浉河区恒威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吕世华、汪再军、周保祥、一审被告浉
河区家乐福大酒楼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三案，因有关法律文
书向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庭定于公告届满之日起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处理。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军：本院受理原告广州来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张辉诉
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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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本林：本院受理原告吕传宏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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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首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
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就洛
阳市洛龙区塞纳春天6幢1单元1-3002号房屋签订的编号为
YS0315617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
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权撤销、预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
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金变更等相关手续；二、依法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违约金1698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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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和
16日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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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广远：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
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就洛
阳市洛龙区绿都悦府6幢1单元1-1302号房屋签订的编号为
YS0343745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
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权撤销、预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
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金变更等相关手续；二、依法判令被告
支付原告违约金5385.04元；三、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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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和
16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
时在本院2005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学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
告就洛阳市洛龙区绿都塞纳春天四期7幢1单元1-401号
房屋签订的编号为 YS0323455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判
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权撤销、预
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金变更等
相关手续；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3991.51元；
三、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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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2005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燕娜：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
就洛阳市洛龙区绿都塞纳春天一期2幢2单元2-2801号房
屋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三
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权撤销、预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
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金变更等相关手续；二、请求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的按揭贷款74279元及所对应的利息
（利息自代偿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三、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损

失7593.6元；四、本案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用由被
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
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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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3时在本院2005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海生、杨媛媛：徐琨鹏依据已生效的（2015）老民初字第
1545号民事调解书申请执行魏海生、杨媛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2执117号执行通知
书、执行决定书及变卖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2日内自觉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静歌：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寿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请求判决原被告离婚；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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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李楼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久龙：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彦利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
费、交通费、护理费、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共计 21700 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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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少年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标欣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新明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定做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7）豫0302民初1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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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红旗：本院受理的刘杏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1.5万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3000元自2017年1月6日起，以1.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二、本案
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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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龙门法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毅、周站章：本院受理的胡明辉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支付原
告租金62437.85元；二、请求依法判决二被告连带承担支付
原告违约金29970元；三、本案的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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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3时在本院民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克广：本院受理的郑伟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要求被告姜克广偿还原告借款壹拾伍万元（150000
元）自借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算至清偿时止，立案
前50000元利息；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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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民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贞：赵天元申请执行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洛阳
市涧西区人民法院（2017）豫0305民初3003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赵天元于2018年3月6日向本院申
请执行，本院于2018年3月6日依法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限你自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送达后三日内依法履
行上述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汉卫、洛阳市国豫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李红丽：本院受理
的原告洛阳洛龙区民丰盛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17）豫 0311 民初
18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汉卫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归还原告洛阳洛龙区民丰盛通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82万元；二、被告杨汉卫自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支付利息（利息以借款282万元为本
金、按照月利率千分之二十计算、自2014年11月27日起支
付至本息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洛阳市国豫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李红丽对本判决书第一、二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四、
驳回原告洛阳洛龙区民丰盛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则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0880元，由被告杨汉卫、洛阳市国豫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李红丽共同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
初18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
中心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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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鑫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河南鑫地园
林绿化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981516.67元，利息（含
罚息、复利）387182.9元，本息共计9368699.57元（利息暂计
算至2017年3月9日，以后依合同约定连续计算至本息全部
清偿完毕为止）；二2、判令被告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诉讼费及其他实
现债权的费用由二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7）豫 0311 执保 276 号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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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凯信实业有限公司、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井
伟山、黄端：本院受理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信阳
凯信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464165.65元，利息（含
罚息、复利）124161.07元，本息共计4588326.72元（利息暂计
算至2017年3月9日，以后依合同约定连续计算至本息全部清
偿完毕为止）；二2、判令被告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井伟山、黄端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三、本案诉讼费
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四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2017）豫0311执保275号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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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下午3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辉：本院受理原告李银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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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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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金贺军、师首杰：本院受理河南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有限公司诉你及新安县新安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杨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3民终1706号开庭
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期顺延）在本院第15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董霄翔：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杨亮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民终6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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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天海实业有限公司、洛阳乾坤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人河南派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河南派普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依据已生效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豫
民终892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洛阳天海实业有限公司、洛
阳乾坤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执68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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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现责令你们于本公告
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本案执行过程中的评估、拍卖
等相关事宜，逾期不到，将视为你们放弃相应的权利，本院将
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再
另行公告，并对上述财产依法在淘宝网上进行公开拍卖。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献武、张宜宾：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安、陈迎甲诉你们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第三人参加诉
讼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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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
事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沈云伟、栾利亚：本院受理上诉人栾胜兴与被上诉人刘坤
慧、原审第三人沈云伟、栾利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民终995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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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10 时至

2018年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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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州市中运发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豫K63792北奔牌重型自
卸货车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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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章爱婷：本院受理原告于亚兴诉你为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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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转普裁定书、当事人须知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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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春霞：本院受理原告赵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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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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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凤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张利萍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7)豫 0502 民初 241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慧：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吴伟东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
即履行(2016)豫0502民初157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秦用朝：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书沛申请执行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 民初
145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永强：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毓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
即履行（2013）文民一初字第87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霍新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0502刑初72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玉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刑初196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四平、宋凤英、孙亚强、李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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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胜利、郑丽霞、安阳市胜利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杨君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502执520号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后立即履行本院(2017)豫0502民初268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润琴、杜天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合英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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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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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菅强、安阳市德诚典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彭世强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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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郝春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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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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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法、刘爱萍：本院受理原告张自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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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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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候占生、孙素凤：本院受理原告秦晓兵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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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期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石锵：本院受理张朝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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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缑心孟：本院受理原告谭江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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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兰阁：本院受理原告谭江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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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紫伦：本院受理原告李民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4月05日10时至2018年06月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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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新郑市金钻陶瓷有限公司所有的瓷砖进行公
开变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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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620号

韩贺臣：本院受理原告李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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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620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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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619号

韩贺臣：本院受理原告吴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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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61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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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3618号

韩贺臣：本院受理原告郭国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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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 民初
361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焦店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
的，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159号

索秀芹、辛海周：本院受理原告郭跃丽诉你二人和河南中州
建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02民初159号民事判决书
及河南中州建筑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副本。自本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焦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上诉状
副本，逾期即视为送达。对本判决不服的，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聂传涛、何新花、邱辉峰、聂广仁：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杨金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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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之后次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娜、赵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们及许红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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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之后次日
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北、庞焕丽：本院受理刘占波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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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雷：本院受理李晓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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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春纳：本院受理原告陈巧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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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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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董亚杰：本院受理原告孙献臣与被告董亚杰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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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为答辩期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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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龙仁：本院受理原告张四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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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偿
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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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中：本院受理原告葛正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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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丽、叶峰：本院受理刘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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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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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第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俊庭：本院受理原告黄炼与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522民初30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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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清玉：本院受理郭春义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611执9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执行告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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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