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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庆杨、李会、贾亚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新和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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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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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中新、徐萍、吕宏阳：本院受理耿显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20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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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耿显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执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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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合掏、关桂荣：本院受理原告姚宗亮诉被告路合掏、路双、
关桂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路双就（2017）豫0105民
初177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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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9041号

河南宝隆印刷有限公司、杨静、张治刚、张震：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省工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05民初2904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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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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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美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郑州第二分公司：原告曹
倍诉你、张金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2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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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燕磊:本院受理原告袁礼明、朱玉花诉你解除收养关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91民调22440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地址确认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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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审判庭（位于正光路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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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春明、赵子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天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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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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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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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凯超、徐红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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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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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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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昌：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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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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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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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镇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红革幕墙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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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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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宏、杨英浩、杨玉红:本院受理原告曹国民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
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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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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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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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阿巴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顺
意餐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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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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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欢乐奶牛饮品有限公司、李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
工商联小微企业服务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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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526室领取上述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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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泉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飞虎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水利勘测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
初16241、16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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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十
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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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济丰：原告仰忠军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民初485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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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科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成龙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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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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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勇敢：本院受理原告史清昆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答辩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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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素君：本院受理原告马丽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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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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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怀振：本院受理的原告西藏安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宋
怀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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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富景置业有限公司：刘芳霞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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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105执355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令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
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院作
出的（2017）豫0105民初21704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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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百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张艳托：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志
超诉被告河南百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张艳托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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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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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胜高：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万客程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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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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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壹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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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86号民事案件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卫峰：李国庆申请执行你建筑设备租赁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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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执892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9113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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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德成：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裕琪通风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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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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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东北楼201
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隆之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阳、陆静：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利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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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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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东北楼
202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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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豪邦家电有限公司、新乡市天禄工业有限公司、新乡市
仙龙环保壁纸有限公司、刘跃民、骆平、崔新林、崔新坤、秦
新东、宋倩倩：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
业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单
位、公司）公告送达（2017）豫01民辖终1937号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大厅
电子屏当日显示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华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淑欣诉被告
河南华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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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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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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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孟辉：本院受理原告张从雷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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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二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樊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要冠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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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东北楼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娟、张春风、毛彦淼：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玖奥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被告夏娟、张春风、毛彦淼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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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5民初2231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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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淑贤：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玖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及
李吉豪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105 民初17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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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案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位文辉、位文豪、黄利丹：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玖奥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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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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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田侠、张东曙、陈会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玖奥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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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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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祭城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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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欧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郎键：本院受理原告余东升诉
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4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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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本院受理原
告马玉龙、张颖莉、张春霞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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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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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云飞：戴振亚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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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执1984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三日内
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1635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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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本院受理的
原告秦伟杰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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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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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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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本院受理的
原告陈双双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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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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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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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8）豫0105民初1363、
1364、1367、1370、1372、2310号案件原告刘永记、华英杰、宋
新安、张智丹、何军伟、孙清理诉被告河南天运置业有限公
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六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363、1364、1367、1370、1372、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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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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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子玉：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俊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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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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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本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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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鸣、郑州市郑东新区居然之家蓝鸟家具店：本院受理原
告方改花诉你们及郑州居然之家家居建材市场有限公司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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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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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军、丁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二七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现本院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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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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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05民初25795号

李书香、魏囡囡、魏继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管城支行诉李海军、岳海军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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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豫0105民初25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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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丽侠：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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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民初1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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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安贵：本院受理原告张士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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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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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二楼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俊伟：本院受理原告谢书贤诉被告杨俊伟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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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5月13日

10时至2018年5月14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
院）重新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蒿勇鹏名下位于开封市
碧水蓝城二期6号楼一单元1-2层103号房产，房屋编号：
2013045000400，304.83平方米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
咨询电话：0371-23809829、0371-23809839。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特27号

本院于2018年4月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巴国州申请宣
告卫大红失踪一案。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系申请人生母，被
申请人于2007年3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已满两年，
现申请宣告被申请人为失踪人。下落不明人卫大红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卫大红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卫大红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卫大红情况，向本院报告。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义：本院受理原告王铮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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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传印：本院受理王卫东、孙继明诉你和刘宗彬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927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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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香：本院受理原告叶县广联畜禽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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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爱梗：本院受理原告赵利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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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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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号

田成、马得峰：本院受理原告李梦平诉被告田成、马得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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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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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817号

娄新会、梁哲铭：本院受理原告李梦平诉被告娄新会、梁哲
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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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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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816号

李伟、张德磊：本院受理原告李梦平诉被告李伟、张德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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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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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815号

宗春芳、孙理想：本院受理原告李梦平诉被告宗春芳、孙理
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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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社下、伊川县豫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中国化学
工程第六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们票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29民初79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20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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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根柱、牛长青：本院受理的洛阳市洛龙区祁站柱租赁站诉
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决被告支付2015
年 6 月 3 日前拖欠的租赁费 323397 元；二、请求被告自
2015 年6 月8 日后按日租金24.37 元支付原告租赁费（暂算
至2018 年2 月1日为23616.47 元）；三、判决被告返还扣件
1144 个或赔偿扣件损失4576 元（每个4 元）、钢管2474.5 米
或赔偿损失24745 元（每米10 元）；四、判决被告支付下车费
4621元、运费3200 元；五、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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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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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伟方商贸有限公司、毕龙彬：本院受理的任保进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0万元，利息暂计39000元，以及欠款实际结清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二、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等费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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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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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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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明头：本院受理的武梦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租赁费 128882.59 元及其利息
10310.6072 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归还钢管 4006.8 米价值
40068 元、扣件 1075 个价值 4300 元、2 丝扛 2403 条价值
961.2 元、挡片415片价值830 元合计: 46159.2元；三、依法判
令被告支付运费、装卸费788 元；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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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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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泽彤实业有限公司、赵国暖、梅兴立：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老城支行依据（2016）豫0302民初723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豫0302执26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
在公告期届满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把你们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依法强制执行。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何新良：本院受理洛阳市格兰利铝业有限公司、新安县金桥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邵继红、崔元红诉你及贺永勇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3民终2580
号 案件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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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红杰：本院受理原告张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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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7民初893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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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平、胡钊、张成才：本院受理原告邹清香诉被告王建明
及你们股东出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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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杨波劳动
争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3民终9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伟、王熙铭：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孙秋想、被上诉人
王新法、原审被告王琳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43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滨：本院受理的建业住宅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解除原被告双
方签订的合同编号为YS0230540、房屋代码为780626的《商
品房预售合同》；二、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商品房预售合
同》备案登记撤销手续；三、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
638312元；四、判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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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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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民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友祥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进霞诉被告河
南省友祥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书副本、开庭传
票。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嘉瑞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恒固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对查封你公司名
下的房产进行了拍卖，现已流拍，申请人河南恒固实业有限
公司同意以第二次流拍价2743564元，接收其中17 套房产
（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文明路东侧锦都小区 B 栋 2 单元 306、
406、506、606、706、806、906、1006、1106、1206、2305、2405、
2505、2605；锦都小区B 栋3 单元307、407、507），抵偿其债务
及执行费共计 2753268 元。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7）豫1602 执1824-2号以房抵债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