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9月8日出生的朱馨
彤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73558，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符武汉营业执
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吊
4103053102554，声明作废。
●2012年3月6日出生的刘子
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838410，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驿城区强龙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0638
3581-4）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民权东兴泥浆材料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914
11421MA3X8G974R,声明作废。
●纳税人侯佩佩普通增值税
机打发票1份遗失，发票代码：
141001620043，发 票 号 码 ：
10054718，声明作废。
●张金硕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934042，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达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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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金世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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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朝阳二街百果园副食店
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41082
3620202653，声明作废。
●开封市天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代码：
26861748-2，声明作废。
●上蔡县康惠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代码：914
11722MA3XAQ6Y4P，声明作废。
●南阳市盛福唐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300000009732，声明作废。
●林州市桂林镇张街村迎客来便
民超市营业执照正副本（4105816
00300445）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县平等豪龙养殖场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410329600
013258，声明作废。
●鹤壁市凯利商贸有限公司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注 册 号 ：
410602000003526，声明作废。
●周口市华安运输有限公司豫PJ
5335（411620046783）、豫P0E83
挂（411620046784）营 运 证 遗
失，声明作废。
●洛阳多联矿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32600
0012298)、税务登记证(证号：
410326397864025）、组织机构代
码证（证号：39786402-5），以上
证件均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
所段军晓律师执业证不慎遗失，
执业证号：14101201510383215，
流水号：10891733，声明作废。
●张东丽丢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10225618196881，声明作废。
●李颖丢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10225618189501，声明作废。
●郭怀宾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4352，声明作废。
●郑秋红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
失，证号410183022884，声明作废。
●豫A51JD5道路运输证丢失，
证号410183016389，声明作废。
●2012年10月14日出生的赵怡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40691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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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王称堌乡一家人超
市，注册号：410928626251251，
营业执正副丢失，现声明作废。
●安阳高新区百缘超市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1059
2600830103，声明作废。
●井盛源砂石厂临时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11224197006
15381901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临颍县森宏木业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504
2000541201,银行机构信用代
码证丢失，代码：G10411122000
54120S,声明作废。
●郑州市郑东新区丹尼斯哈佛电
器行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10
101600029075，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税 号 ：410329197302132015
02，发票领购簿均丢失，声明作废。
●郭金，郑国用（2005）字第JS2430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坐落丰产
路119号院1号楼1单元1，分摊土
地面积22.99平方米，声明作废。
●周口市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豫
PY207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620068983，声明作废。
●虞城县聚鑫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91411425M
A44CLCG8U）遗失，声明作废。
●伊川南海能源产业基地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4939000450602，声明作废。
●新安县诺鑫汽车援助服务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遗失，
代码：39713275-6，声明作废。
● 公 告
上蔡县华陂镇中国梦幼儿园已
在我局注册登记，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52411722MJG752016H，
登记证号：M257，法人代表:于红
军,业务范围:幼儿教育，注册资
金10万元，业务主管单位:上蔡
县教育体育局,住所：上蔡县华陂
镇柿园彭村。现予以公告。
上蔡县民政局 2018年4月24日

●范县盛达测绘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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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金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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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铸立门窗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22000030363)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范县东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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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弘润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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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正方石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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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家铭通用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
资本金由6000万元减至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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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城县纳海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3000万元减至3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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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昊天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MA3X
EWWC8W）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人民
币减少到200万元人民币，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本报于2018年2月7日第13
版刊登的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
院朱汉成公告中现补充刊登内
容：“现依法向朱汉成公告送达
（2017）豫1602民初3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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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周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特此补充更正。
●本报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第
12版刊登的河南省郑州市金水
区人民法院公告“陈东明：本院
受理原告刘玉峰诉被告陈东明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公告中，第
一行关于“原告刘玉峰”应更正
为“原告刘玉锋”。特此更正。

更正公告

●驻马店市和家木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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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锐鹰整体橱柜家具厂经投资
人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华县瑞红农机专业合作社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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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润泽养殖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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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豫阳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淅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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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盛福唐建材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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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海霞餐饮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同意解散该公司，清算组
发布公告，望所有债权人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到公司申报债
权。联系人:闫海霞 13783816715
●商城县汪桥镇志祥玩具厂（统一代
码91411524MA40D96D4Y）经投
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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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永军鑫源劳务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1325MA440W8L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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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大鑫劳务有限公司（统一代
码 91411325MA440W3K8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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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宏来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181000007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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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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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621执231号
扶沟县财宝会计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曹卫云申请执行
（2017）豫1621民初3058号民事调解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如实向本
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并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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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京久实业有限公司、许昌县格菲尔实业有限公司、许昌
海燕毛发有限公司、朱小栋、刘俊辉、王小燕、朱文访、魏洪、
甄治杰、李会平、朱万卯、吴志华：河南合众中小企业有限公
司与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1082民初
162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
案受理。现依法向你等送达（2018）豫1082执625号执行裁
定书及执行通知书、执行催告通知书、被告财产令、限制高
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5日内，主动履行金钱还款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刘俊辉名下位
于许昌市新时代庄园 9 栋东单元三层西户（房权证号
0901004855 号）、9 栋东一层北侧东起第 17 间（房权证号
0901004856号）房产以及许昌县格菲尔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 于 尚 集 镇 滨 河 路 南 侧 东 段（房 权 证 号 A0082604、
A0082605、A0082606、A0082607、A0082608、A0082609、许昌
国用（2012）字第0006107号）共计八套房产及土地用于清偿
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届满之日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
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
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运
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二次）
我院定于2018年5月10日10时至2018年5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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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六乡北街路西407号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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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官，联系电话：17603708587。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初50号

洛阳市涧西区思佳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2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连祖：本院受理詹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22民初35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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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东伟：本院受理原告张超诉你、刘宝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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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另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梨河
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5月30日10时至2018年0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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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新烟路西、新京房地产南壹品蓝
湾·景苑10号楼1单元3层301房屋[合同号：15001007862]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
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小新：本院受理的原告牛跃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02民初41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牛跃丽与被告刘小新离
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牛跃丽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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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学宝、常翠苹：本院受理原告张洪现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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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四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朱鹏琳：本院受理上诉人郝晓瑾与被上诉人李广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民终2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朱鹏琳：本院受理上诉人郝晓瑾与被上诉人周福坤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民终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恒星纸箱包装有限公司、安阳日新彩印包装有限责
任公司、河南省天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安阳市易祥食品有
限公司、李志勇、吴秀亭、石宪法、刘亚洲、石宝斌、李莹莹、
吴幸福、吴文庆：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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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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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风娥：本院受理原告张存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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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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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亭元：本院受理原告阎航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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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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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涛：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恒源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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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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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洪亮：本院受理原告张运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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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502民初15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庄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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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洪亮：本院受理原告王素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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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502民初15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庄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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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林、安阳市科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赵明
杰诉赵林、安阳市科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03 民初
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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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汇和石料厂、安阳市鑫江腾达商贸有限公司、樊章
文、樊江涛：本院受理原告杨万坤诉被告樊洪涛和你们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503民初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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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振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兰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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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舒红艳：本院受理原告乔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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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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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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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骉：本院受理原告乔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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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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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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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克广、付艳敏：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雷凯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们姜克广、付艳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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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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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俊昌：本院受理原告武现法诉你与郭自刚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
初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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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田侠：本院受理原告陈长兴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66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宋田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陈长兴借款7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月
1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陈长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被告宋
田侠负担。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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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田侠：本院受理原告田银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64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宋田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田银娥借款50000元 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
月15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田银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
宋田侠负担。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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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同胜：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70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刘同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李建国借款2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22日起
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300
元，由被告刘同胜负担。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
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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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同胜、薛何棉：本院受理原告靳耀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 0526 民初
7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同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靳耀领借款9万元及利息（以6万元为计
算基数，2014年5月19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已支付2000元予以扣除。以3万元为计算基数，自
2014 年 6 月 6 日起按照月利率 0.25%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靳耀领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50
元，由被告刘同胜负担。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
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增卫、赵建方：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
淇信用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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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

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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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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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2018年7月25日上午11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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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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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2018年7月25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金融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江学、高志会、王庆国：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东姚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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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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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8日上午
10时30分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户林美、郜伟、尤金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东姚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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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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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9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鑫、李香艳、王张现、付山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姚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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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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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6）豫0502执127号之三执行裁定书和基于豫

华衡评鉴字（2017）第037号评估报告，定于2018年5月28日
10时至29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林州上元名城8号楼1单元5层东户
房产（无房产证，建筑面积为134.63平方米，无土地信息）。
依据豫华衡评鉴字（2017）第037号评估报告，依法确定起拍
价233394.56元，保证金3万元，增价幅度1000元。竞买人自
行办理水、电、气等户名变更手续，费用自理。水电物业管
理等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有
买受人承担。因办理拍卖标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
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相关的原欠缴税款，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
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有被执行
人负责缴纳的部分，本院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
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到相关职
能单位自行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4月24日至5
月27日16时（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
电话0372-2097345。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7）豫0502执1627号执行裁定书将于2018年5

月28日10时至29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安阳市德隆街燕林花园B区三号楼
三单元三层西户房产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安阳市文峰
区字第私1131039280号，建筑面积132.17m2，无土地信息）
该房为经济适用房。依据豫兴华伟业评报字（2018）第
1021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依法确定起拍价444800元，保证
金5元，增价幅度2000元。标的物交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 费
（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费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金等费用）及基于拍卖标
的上的原欠缴税、费等款项，按照法律 法规等规定由被执行
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原产权
人）负责缴纳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
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到
相关职能单位自行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
年4月24日至5月27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
询电话0372-2097434。监督电话0372-2097349。

●2018年4月1日出生的贾静静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R410516551，声明作废。
●2007年8月16日出生的侯玥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H410955971，声明作废。
●2013年4月29日出生的王家
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N410391974，声明作废。
●2011年5月19日出生的关优
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29170，声明作废。
●曹春付残疾人证丢失，证号
412723193808156433，声明作废。
●虞城县豫东小麦产销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25NA000088X，声明作废。
●西峡县金世博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统一代码
91411323566464197D，声明作废。
●2017年4月12日出生的郭常
凯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661857，声明作废。
●2015年6月1日出生的赵子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P410466318，声明作废。
●洛阳市涧西区有我相随婚纱
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305600264138，声明作废。
●王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11122003144）正本、豫
LB6545车营运证（证号4111220
03226）丢失，声明作废。
●商水县顺利精工汽车服务中心
发票丢失4份，发票代码410017
3320，票号14177347、14177350 、
14177352、14177353，声明作废。
●个体户王西山税务登记证副
本丢失，税号411022196304017
23501声明作废。
●2012 年 11 月 8 日出生的李
乐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470062，声明作废。
●2009年12月23日出生的陈
艳辉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706446，声明作废。
●2012 年 1 月 26 日出生的王
苹丽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432385，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