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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海军：本院受理随延庆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分别定于2018年7月25日9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帅、樊晓绵：本院分别受理宋志红、刘建兵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分别定于2018年7月24日9时在
本院第八和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志业：本院受理原告张革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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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一凡：本院受理原告张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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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振营：本院受理原告韩东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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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彦飞：本院受理原告王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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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锁臣、赵晓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赵营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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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305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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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江华、李存印、李江怀、贾永奇、朱玉岭：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桑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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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付民、邓自谦、李刚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岗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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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
初32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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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占稳、申占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赵营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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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305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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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牟尚波、牛丽霞、王瑞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平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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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
312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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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美省、高金字：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赵营
信用社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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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61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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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石锵、江玉青、陈喜姣、邵会营：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桑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
民初307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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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刚强、邓自谦、李付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瓦岗支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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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
32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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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琴、付卫昌：本院受理原告杨超诉你李文琴、付卫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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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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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建峰、李永川、韩银河：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红太阳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诉你们闫建峰、李永川、韩银河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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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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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6月11日10时至6

月12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
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新郑路218号5号楼14层26号（证
号：郑房权字第1301291024号）房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
要求参加竞买。咨询电话：0372-3163946（侯法官）。监督
电话：0372－3163983。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津津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蓉诉你及林州市二
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17）豫0581民初5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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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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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鹏：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燎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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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02执1769号

孙现民：本院受理郭小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郭
小杰申请执行（2017）豫0902民初514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02执1769号执行通知书及执行

裁定书，该裁定查封你位于濮阳市黄河路路南中原都市花
园东区19幢1-2层02号商业房产一套。责令你于裁定生效
后5日内履行生效判决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对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自动履行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 豫0926执1353号

陈振营：本院受理杨安理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执
行过程中，向你住处依法送达，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7）豫0926执135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裁定书。该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向申请执行人
杨安理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及利息，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
务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2907元，申请执行费4444元。报
告财产令载明：令你收到本通知后立即申报前一年的财产
情况；执行裁定书载明：查封被执行人陈振营名下的车辆。
以上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陆建合：本院受理原告何瑞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6民初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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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敏：本院受理韩彦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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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
卡、（2018）豫0922 民初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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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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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 豫0926执1017号

凡志习：本院受理李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在执行
过程中，向你住处依法送达，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0926执101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该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向申请执行人李
科偿还借款本金38.2万元及利息，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
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7480元，申请执行费5742元。报告
财产令载明：令你收到本通知后立即申报前一年的财产情
况；执行裁定书载明：查封被执行人凡志习名下的车辆。以
上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荣可、王华芳、李多宝、李强厚：本院受理原告丁敬荣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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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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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文吉、李文文、卜建伟：本院受理原告丁敬荣诉你债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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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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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文科、马春兰、徐文俊：本院受理原告丁敬荣诉你债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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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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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山、闫蒙蒙、张保宾、张阳：本院受理原告丁敬荣诉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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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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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艳玲：本院受理原告高永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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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1004号

刘周凯：本院受理原告冯纪峰诉被告刘周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2018）豫0928民初100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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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吕传博:本院受理原告韩善安、赵焕长、赵合军、赵景顺、韩立
海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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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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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树广、高淑平：本院受理原告王瑞次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922
民初4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六塔办案点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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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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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兆钦、刘新娟：本院受理原告王瑞次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922
民初46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六塔办案点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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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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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光辉、叶丽君、韩飞、刘增、胡自扬、石涛：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京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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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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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秀粉、王宁、高素真、王玉贞：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市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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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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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庆丽、张孝坤、李传忠、骆守明、王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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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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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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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俊梅、马运领、马玉辉、马运习、李兴年、张振江：本院受理原
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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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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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邱小伟：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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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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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振江：本院受理原告胡军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11 民初
3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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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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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金磐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亚峰诉你与武陟县
明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11民初3224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攀攀、武莎莎：本院受理徐卫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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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11执281号

平顶山市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胡建胜与
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11执281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及（2018）豫0411执281号评估机构通知书。限你
公司于执行通知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行(2017)豫0411民初
377号民事裁定书,如未按执行通知履行义务,则应向本院报
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本案在诉
讼中,将你公司位于平顶山市南环路西段北侧馨然.丹桂苑1
号楼6层东北户、西北户、东南户、西南户,馨然.丹桂苑1号
楼7层东北户、西北户共6套房产予以查封。本院拟对上述
房产予以评估、拍卖,用于偿还本案债务。通知你公司于
2018年7月20日上午9时到本院办公楼207房间参加选定
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该权利。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志勇：本院受理孟佳伟与你等五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11民初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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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唯美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诉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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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国晓、李晓旭：本院受理原告武水朝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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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心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占杰：本院受理原告张中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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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5月24日10时至2018年0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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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汇商贸有限公司的部分商品及物
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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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世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舒曼诉你公
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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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恩学：本院受理原告涂世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26
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谢恩学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欠原告涂世树借款10万元及利息（从2015年10月
10日起按年利率18%计算至借款还清时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
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亚宾：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延霄申请执行任亚宾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18）豫0482执12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你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书面报告你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逾期本院将对你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莉：原告王强、赵新华诉被告鲁山县国土资源局、第三人
姬莉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
的鲁国用（2000）字第 2200352 号国有土地证，本院已经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
书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五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点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兴平房地产开发公司：原告刘志东诉被告平顶山
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平顶山市兴平房地产开发公司房屋行
政登记一案，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卫东
16001606号房屋所有权证，本院已经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
明，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四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小娃：原告任建新诉被告鲁山县国土资源局、第三人徐小
娃土地行政登记一案，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为第三人颁发的
鲁国用（2000）字第0002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本院已经立案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
诉书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点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853号

刘辉、李由胜：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屯
信用社诉被告高洪彪等5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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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8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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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2964号

王瑞杰、程相甫、程朝军：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子岸信用社诉王瑞杰、程相甫、程朝军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王瑞杰、程相甫、程朝军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15日内。定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8时在本院第九
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2343号

王爱田、霍海军、田顺杰：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子岸信用社诉王爱田、霍海军、田顺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王爱田、霍海军、田顺杰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15日内。定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九
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2336号

高银增、高瑞敏、霍君锋：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子岸信用社诉高银增、高瑞敏、霍君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高银增、高瑞敏、霍君锋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15日内。定于2018年7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号
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东龙：本院受理原告程慧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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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艳玲：本院受理原告李巧珍诉被告杜艳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第12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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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福强、王亚：本院受理吴遂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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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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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周俊丽、鲍俊峰、解军生：本院受理吴遂年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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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
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6月4日10时

至2018年6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航空
港区郑港七路南侧、琴台街东侧、郑港九路北侧公寓7号楼1
层104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
0.0.WmD1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6月4日10时

至2018年6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中牟
县祥云街东，翠鸣园北水岸鑫诚C-2号楼1-2302号房产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
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1Vt&
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海霞、李颜宾、曹坤玲、王玉安：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诉被告曹坤玲、王玉安、
河南合一置业有限公司、闫海霞、李颜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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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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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保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申请
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
民初2667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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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执4261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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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陈保
敏名下位于中原区西站路北、化肥东路东15号楼3单元17
层1701（不动产登记证明号：1609031850）的房产用于清偿
债务。另责令你们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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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国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申请
执行宋国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豫0105
执 2917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执291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和执
行裁定书。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宋国庆位于
上街区许昌路西段 26 号院 15 幢 7 层 5 单元 702 号（产权证
号：上068246）的房产一套，现责令宋国庆于本执行裁定书
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及室内物品予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
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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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6月7日10时

至2018年6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焦作市孟州
市大定办事处上作村新孟路北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
着物和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产业集聚区常付路95号创业园
标准化厂房8号楼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1Vt&user_id=
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9623号

陈朝平、陈玉霞：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诉被告陈朝平、陈玉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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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
民初9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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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静：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诉陈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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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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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明明:本院在审理原告灵宝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
郭海丰、刘苟项、僧风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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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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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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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琰娜:本院在审理原告苏斌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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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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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