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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磊：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学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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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全周、李中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铁路支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 0103 民初 129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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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6月4日10

时至2018年6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大学
南路8号12号楼2单元19层1940号，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 民初8572 号

张春雨、霍雁平：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振峰诉被告张春雨、霍
雁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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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 豫0105民初8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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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明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振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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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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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保立:本院受理（2017）豫0105 民初6686 号案件原告河南
华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 民初6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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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赵氏乳业有限公司、开封市祥符区百永发奶牛养殖
场、王永、王建太、中牟县富源牧业有限公司、李静、王大伟、
郑州万滩锦华牧业有限公司、齐成锁、齐艳坡、赵永刚、徐丽
丽、赵松林、孙俊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来路支行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 0105 民初
5673号民事判决书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
01民终1163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路支行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05执4881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由此产生一切
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鑫雁贸易有限公司、王敬宗、叶卫环、杨晓雪、郑秀清、
河南三浩商贸有限公司、范志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环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
豫0105 民初23126 号民事判决书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7) 豫01民终1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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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
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 )豫0105 执4971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
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范志强名下
位于金水区丰庆路68 号院2号楼1-2层108 号(产权证号:
1201238027)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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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
和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 豫0105 执3435 号

河南科霖达菊珍饮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怀府麒麟面业
有限公司、苏连方、靳红梅、谢林光：本院已受理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7)豫0105民初21496 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 豫0105 执3435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
高消费、执行决定书。责令你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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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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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豫0105执3305 号

郑州政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建忠、李卫勇、李卫俊、
胡翠想：本院已受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申请
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0105 民
初2445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105 执3305 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执行决定书。责令你们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镇宇、刘晓莉、河南安平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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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91民初1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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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因本案被告河南上林实业有限公司提起了上诉，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浩: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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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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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310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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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分: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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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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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310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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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梦晗: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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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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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310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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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扬: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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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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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310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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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万超: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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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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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310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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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秋实: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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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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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310法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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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春:本院受理原告张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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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民事裁定书、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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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
310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颖、郑州鑫顺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
豫0105民初6545号案件原告王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6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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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楠泥湾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卫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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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105民初5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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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万春、张敏、王怀汉：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发群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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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一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智超、河南通宝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苏志强诉被告邢智超、河南通宝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姓
名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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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祥庆：本院受理（2017）豫0105民初7236号案件原告田娟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0105民初7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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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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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连青、商丘市梁园区运通劳动服务公司、郑州市中兴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
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们送达（2018）豫0105执恢449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及执行裁
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06）金民二初字第145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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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艳东：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振学、罗瑞友诉被告范艳东民间
借贷纠纷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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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105民初5658号、56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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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雄风实业有限公司诉你物权
保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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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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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合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静
诉被告郑州合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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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永红：本院受理原告现代金融控股（成都）有限公司诉被
告耿永红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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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霞：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雅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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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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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东南楼202室第十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庆坦、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樊明
勋、樊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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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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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祭城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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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中美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志军诉你单位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3）金民二初字第4964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单位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刘志军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
受理。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执恢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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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单位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郑州中美商贸有限
公司名下在鹿邑县大华建材有限公司占比50%的股权，在用
于清偿债务。另责令你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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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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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宏：本院受理原告李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2617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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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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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强、蔡晓鸽：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诉被告石强、蔡晓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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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
（2018）豫0105财保424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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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永康实业发展公司：本院已立案受理李桂学房屋买
卖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
180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纳入失信
决定书、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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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
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
依法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永康实业发展公司：邓益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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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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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
0105民初8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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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永康实业发展公司：陈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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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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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7)豫0105民初8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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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永康实业发展公司：冯建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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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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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7）豫0105民初8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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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志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树中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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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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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
0105民初17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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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志拓矿业产品销售有限公司：赵树中申请执行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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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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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
0105民初17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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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根生、赵鹏飞、张福建、周天星、河南康美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林凤诉被告李彦荣、第三人王根生、赵鹏
飞、张福建、周天星、河南康美置业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190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南楼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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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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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会军、段豪强：李莉莉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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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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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豫
0105民初4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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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华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你追偿
权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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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秋池：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华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秋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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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民初118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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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恩、孙振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华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魏国恩、孙振霞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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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民初11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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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小雨：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五运诉被告文小雨、李涛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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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
民初4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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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全、张小恋、王新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保贵诉被告赵
保全、张小恋、王新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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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万少华：本院受理原告炳军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26民初
388号民事判决书（准许原被告离婚；婚生女炳心茹随原告炳
军林生活，被告万少华每月支付炳心茹抚养费600元，于每年
元月一日支付当年的抚养费至炳心茹年满十八周岁止）。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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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滨县人民法院公告
淮滨县湖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刘洪青申请执行
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委托信阳同创联合治超评
估事务所对你名下的房权证号为“房权证淮房他证城关镇
字第20150588号”房屋及土地进行评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信同资评字
（2017）第 024 号评估报告书(评估价格 2649321 元)，责令你
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来本院领取报告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红宇：本院受理原告姬彦召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建、刘佳、信阳市兄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贾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已审理终结。判决：一、被告陈建
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贾俊借款本金合计
8000000元及利息；二、被告信阳市兄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贾俊的其
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502 民初
24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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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莉莉、廖颖峰、河南赛诺米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夏玮、王
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本院（2017）豫 1502 民初 38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解除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与被告
夏莉莉、廖颖峰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二、被告夏莉莉、
廖颖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借款本金1800000元逾期
还款的利息。（利息按照借款本金1800000元，利率按照年息
11.04为标准，从2016年9月2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三、被告河南赛诺米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夏玮、王燕对本判决第二项内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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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祥明、郑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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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明月、彭明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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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清连：本院受理原告吴炳连与被告徐凤叶及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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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先平：本院受理郑明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你依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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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道交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722号

闵文胜：本院受理原告苏中秋诉你、吴同智债权转让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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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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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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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651号

李德平、王艳红：本院受理原告杨松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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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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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贾国昌：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全水与被上诉人马秀珍、李俊峰
及你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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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在本院第9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光众、曾少华：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王玲、吕阿娜、被上诉
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王玥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4民终
134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密、任铁林：本院受理原告任铁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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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汝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晓芳：本院受理原告肖兵延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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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四日下午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南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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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合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广播电视台与你公司、平顶山市广博电视传播经营有限公
司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403民初4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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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梦龙：本院受理原告闫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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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8
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瑞丰丰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滑县老店新光彩化
妆品商行诉你单位及郭一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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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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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淑娜：本院受理仝飞、袁俊波分别诉你及张江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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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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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宗齐：本院在审理原告张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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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