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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辉、李亚奇：本院受理原告胡申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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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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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百润家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汝州市支行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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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建民：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顺达建筑租赁站诉你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且地址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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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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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
答辩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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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程明伟、王彩霞：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正大食品有限公司诉你
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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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
（402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辉：本院受理原告朱宏远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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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梅：本院受理原告毛喜国诉被告张梅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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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济生：本院受理原告李亚琼诉被告张济生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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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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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东环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海峰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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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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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晓东、杜艳艳：本院受理原告周晓东诉被告杨晓东、杜艳
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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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
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校伟：本院受理原告孙娜、孙冠旗、孙基建、王知民、许好
妮诉被告王校伟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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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三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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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东岳：本院受理原告王国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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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国欣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
告清偿欠款10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约定给付）；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宏业泰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平顶山
市泓丰选煤焦化厂诉被上诉人裴广义、平顶山市宏业泰工
贸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后作出（2018）
豫04民终74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二
审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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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正、赵海涛：本院
受理的上诉人李矿伟诉被上诉人平顶山市湛河区华丰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
正、赵海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后作
出（2018）豫04民终103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二审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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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辉：本院受理原告李爱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11 民初
1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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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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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朱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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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3244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丁海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朱兴月借款90万元及利息（按月息2分计算
从2017年10月18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二、原告朱兴月对被
告丁海军个人经营的沁阳市魔幻王朝电子游戏中心的游戏
机及其他设施（包括：E舞成名1台、舞王争霸2台、街头蛇王
1台、扣篮王篮球机8台、超级摩托2台、疯狂摩托2台、3D环
游赛车2台、激情狂飙赛车1台、疯狂飙车4台、极速赛车4
台、超级爵士鼓1台、咪哒机2台、愤怒的小鸟1台、小拇指6
台、海洋之星2台、丛林探险1台）享有优先受偿权。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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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悦杰：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曙光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
告刘静柯、陈应应、靳小军和你为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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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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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
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兵兵：本院受理原告王小琴诉你为赡养纠纷一案，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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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
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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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光、孟四：本院受理原告陈柏木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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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白石：本院受理原告赵卫诉王白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1702民初79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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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式十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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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军营：本院受理原告侯传勇起诉靳军营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
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 10 时至

2018年5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睢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睢
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商丘市睢县城
关镇皇都花园小区房产一套。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思民、刘素云：本院已经受理商丘华驰物流有限公司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青松：上诉人金秀江因与被上诉人高新峰、刘震及原审被
告陈青松、第三人杨红乾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7）豫14民终4801号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2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葛、尚毅恒、肖影、翟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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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1082民初3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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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瑞飞：本院受理原告李国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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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庭传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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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林举、宋秀香：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林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民初3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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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万利娜：本院受理谭建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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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新平（身份证号410901197406104023）：本院受理张向
阳诉你、陈超英、肖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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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林举、宋秀香：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濮阳人民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26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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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占雷：本院受理的原告丁美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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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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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四畔（又名谷木海）、左梅菊：本院受理原告许自钦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928民初1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谷四
畔、左梅菊共同偿还原告许自钦借款本金7万元及利息（自
2015年12月13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息1.5%计息）。
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
告谷四畔、左梅菊承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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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庆涛：本院受理原告史大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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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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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8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成、王世凯：本院受理原告金宗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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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鹏：本院受理陈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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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葛小娟：本院受理原告曹东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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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
（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线珍：本院受理原告邢佳蕊、邢佳佳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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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勇磊、张园园：本院受理原告赵斐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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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勇磊、张园园：本院受理原告成联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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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刘艳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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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
（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段卫国、杨丽丽：本院受理原告陈海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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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春梅：本院受理原告齐进富诉你与王正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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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白新民：本院受理原告张进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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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清林：本院受理原告成风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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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
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清林：本院受理原告成风娥诉你与袁会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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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本院受理原告陈高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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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中汽之星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发展
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诉状副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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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中汽之星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人李发展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
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2017）豫9001财保437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济源中汽之星汽车进出口有限
公司的银行存款14000元予以冻结。冻结期限为一年。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欣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宝刚诉你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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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强、闫佩：本院受理原告杨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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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强：申请人杨斌诉你与闫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
年2月7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
出（2018）豫9001财保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王
永强名下豫UG5777、豫U70355和豫U15056号牌车辆予以
查封。查封期限为二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变
更、转让、过户、抵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资鑫煤炭物资有限公司、翟占红：本院受理原告崔丙
文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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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杨治强诉你与张小国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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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国强：本院受理原告李维州、赵军田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两个案件（案号：2018豫9001民初1451号、1452号），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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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治国：本院受理原告赵国利诉你与徐军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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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万家企业联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
市沁园大合广告服务部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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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证：本院受理原告王亚利诉你与陈建华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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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袁占才：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四友厨卫经销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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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红、韩爱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小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两个案件（案号：2018豫9001民初1897号、1900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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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世凌：本院受理原告刘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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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汤帝南路
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峰、王浩：本院受理原告乔欣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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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泓铭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人民政府沁
园街道办事处诉你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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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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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鸿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忠、陈雁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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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涛：本院受理原告寇云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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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10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静茹：本院受理的洛阳中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因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支付的款项人民币177581.03元（暂计算至
2016年12月23日，此后贷款银行扣划原告的款项，以实际
扣划金额为准）；二、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及违约金
75814.71元（利息及违约金按年利率24%暂计算至2018年2
月1日，具体以被告实际偿还日为准）；三、本案的全部诉讼
费用、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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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民终4151号

刘友涛、卢春霞、洛阳喜洋洋农产品有限公司、洛阳尧皇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市一家人印刷有限公
司、赵平与被上诉人杨喜男，原审被告臧鲁伟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
民终4151民事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博、洛阳铂金纯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洛阳市站区新
辉鸿试听科技、李军辉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一、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余款50000元及自2016年3月1日
至2017年10月31日的利息和（违约金，合同总价的千分之
八）24480元；二、判令被告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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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在本
院古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利军：本院受理原告韦培甫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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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27破2-6号

本院根据洛阳餐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8年4月4日裁定受理宜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8年4月4日指定河南大鑫律师事务所
为宜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宜阳海斯迪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6月6日前，向宜阳海斯
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洛阳市宜阳县产业
集聚区南区；邮政编码，471600；联系人，郭雪，联系电话，
1856811204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
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宜
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宜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8年6月21日上午9时在宜阳县人民法院
（宜阳县城关镇红旗东路，奔马城标西100米路北）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晓静、马千里、符彼得、洛阳千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司法
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执行人洛阳锦贵商贸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朱晓静、马千里、符彼得、洛阳千
里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
封的被执行人朱晓静位于洛阳市西工区涧东路2号王城御
府1幢1-1802室、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24号院3号楼1-402
室、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41号街坊8幢1-2602室及被执行
人马千里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中泰新城二期 06 栋 01 单元
1404号房产等以上共计四套房产的市场价值、变现价值进
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到本院2010室随机选定鉴定评估机构，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