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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振河：本院受理原告李松林诉你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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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振河：本院受理原告介稳生诉你等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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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天基：本院受理原告徐长治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3民初2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限你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10万元及利息
（从2014年5月2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
1%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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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原志强：本院受理原告王秋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3民初35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限你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100万元及利息（从
2014年12月2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
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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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雪红、张福生：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11民初46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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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艳霞、黄广：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
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11 民初 463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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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爱云、张宪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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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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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7月15日10:

00至7月16日10时止（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18年8月10日
10:00至8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
睢县城关镇中心大街中段西侧成套住宅房地产建筑面积
1-3层369.60㎡，混合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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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俊伟：本院受理原告吴保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偿
还借款105000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日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一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军：本院受理原告创格融资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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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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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灵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燕苏：本院受理申请人万青松、万亿豪申请宣告刘燕苏失
踪一案，经查刘燕苏，女，1988年6月11日出生，户籍地固始
县赵岗乡走马村孙家组，现住固始县段集乡姚老家村石塘
组。身份证号：41302619880611332X。申请人称，刘燕苏于
2011年4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希
望刘燕苏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
将依法裁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恒泰华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庆峰：本院审理
原告平顶山市深展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冯汉发、平顶山市
恒泰华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皎杰、河南省长江建设实
业有限公司、漯河泰皎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利百家置业有限
公司、田毫杰、李秋香、李萌耀、程勉林、马庆峰撤销之诉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平顶山市恒泰华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马庆峰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403民撤1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平顶山市深展工贸有限公
司的起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裁定书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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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金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贝源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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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江沛、王金可：本院受理原告郑国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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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
民初50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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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平安、戚秀琴：本院受理原告张保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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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
民初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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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良燕、赖忠圣、平顶山市粤美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商丽娜诉你们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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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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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雒军战、刘巧玲：本院受理原告苏爱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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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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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占领、梁耐香、河南省天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季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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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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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蕊：本院受理原告刘青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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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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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中华：本院受理原告贾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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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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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二琴：本院受理原告王丽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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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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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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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判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1158号

河南照邦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王朝
阳、王国鸿：本院受理原告石小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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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1157号

河南照邦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海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王朝
阳、王国鸿：本院受理原告彭香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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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小河、李玉霞、郭艳合：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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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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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法强：本院受理原告赵天栋与你、郭瑞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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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飞：本院受理汪玉荣诉高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 0425 民初 140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薛店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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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林物资有限公司、刘群、李莉：由本院提起再审
的原审原告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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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泰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判令你支付商砼款 12553 元、利息
1882.95元（按照月息2%计算自2017年10月1日至2018年5
月15日）及按照月息2%支付自2018年5月16日至欠款支付
完毕之日的利息。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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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2018年9月7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正发：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湛河区德盛建筑机械供应
站诉你与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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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连小刚：本院受理原告兰润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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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段利峰：本院受理原告王琰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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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京周、曹换敏：本院受理原告王利国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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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营：本院受理原告王利恒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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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西峰：本院受理原告袁准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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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128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汝西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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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芳：本院受理原告济源高格贸易有限公司诉你所有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9001民初579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给付济源高格贸易有限公司26548元。限你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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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东风、河南宏品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原帅帅
诉被告郑东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豫 9001 民初 27

号〗，原告原帅帅诉被告郑东风、河南宏品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豫9001民初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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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永亮：本院受理原告丁俊才诉被告黄永亮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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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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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付贵、岳翠平：本院受理李战士申请执行（2017）豫1626民
初3737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626执781号执行通知书和财产报告令。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坤：本院受理原告方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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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师琴：本院受理原告王锡社诉你与杨国权、师琴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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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30分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鹿邑县昌铂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海涛诉你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628民初1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宋河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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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震、任玉美：本院受理原告刘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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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罗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邓州市
支行诉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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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梅传云：本院受理原告杨佩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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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人民法院第八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龙：本院受理赵爱芬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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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上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辉、王嘉露：本院受理上诉人王森与被上诉人王辉、王嘉
露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二审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10房间领取二审开庭传票，
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8年8月18日上午9时在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鸿科实业有限公司、洛阳易得传动轴有限公司、洛阳市
易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河南科得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李朝敏：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市博马农业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杨国栋、李润先诉被上诉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行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终321号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洛阳高新永杰钨钼材料有限公司：刘跃廷依据已生效
的本院（2017）豫0302民初555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02
执 939 号执行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令、（2017）豫 0302 执
93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该公
告送达之日起第15日（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4室挑选评估
鉴定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本院
将采取抽签方式挑选评估机构，该评估机构所作的评估意
见对你们仍有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金花：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克元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租赁物租赁费69935元；
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自2017年10月25日起实际返还全部
租赁物之日止的扣件租赁费，其中所欠3339个扣件以0.007
元/天/计算租赁费，759 个扣件以 0.008 元/个/天计算租赁
费；三、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扣件损失12294元；四、依法
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7600元（暂计算至2017年10月24日，
之后的违约金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五、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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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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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会卿、李小凤、李宏强、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市
耀森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鼎润实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刘会
卿、李小凤共同偿还原告贷款本金188万元；二、判令被告刘
会卿、李小凤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利息、复利共计233093.60元
（利息、复利暂计至2017年11月3日，以后的利息以188万元
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135%计收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
之日止，对不能按月支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9.135%逐月计
收复利直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李宏
强、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市耀森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对第一项、
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本案的诉讼
费、保全费等一切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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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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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要森、郑素云、李宏强、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市
耀森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鼎润实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洛要
森、郑素云偿还原告贷款本金184 万元；二、判令被告洛要
森、郑素云向原告支付约定的利息、复利共计228134.34元
（利息、复利暂计至2017年11月3日，以后的利息以184万元
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135%计收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
之日止，对不能按月支付的利息，按照年利率9.135%逐月计
收复利直至贷款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三、判令被告李宏

强、洛阳伯尼特食品有限公司、洛阳市耀森商贸有限公司、
洛阳红石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对第一项、
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判令本案的诉讼
费、保全费等一切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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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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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豪铃建忠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洛阳广运摩托车有
限公司、许建忠、周超红、徐建奎、刘晓玲、张洪轩、杨秀：原
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及洛阳市中豪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洛阳市中豪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
院已作出（2018）豫0311民初945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洛阳
市中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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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静：原告李云丽诉你及李雪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李
雪如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已作出
（2018）豫0311民初1033号民事裁定书。被告李雪如对裁定
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及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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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丽娜、武伟星、周龙强、陈卫国、武鲜望、黄会香、武小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孙丽娜、武伟星、
周龙强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04135.31元及计算至2018
年3月22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71236.3元；二、
依法判令被告孙丽娜、武伟星、周龙强偿还原告自2018年3
月23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
息、复息和罚息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三、
依法判令被告陈卫国、武鲜望、黄会香、武小东对上述第一
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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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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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
院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文利、柳国富、焦社、柳英、张转、曹广俊、曾伟峰：本院受
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姚文利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600000元及计算至2018年3月27日的借款部分的
利息、复息和罚息420689.11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姚文利偿
还原告自 2018 年 3 月 28 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息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
履行时据实结算）；三、依法判令原告有权对抵押物（被告柳
英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为：洛房权证市字第00058845号、洛
房权证市字第00259880号的房产）实现抵押权，并以拍卖、
变卖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清偿被告所欠原告的上述债务；
四、依法判令被告柳国富、焦社、柳英、张转、曹广俊、曾伟峰
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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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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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二楼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晓：本院受理原告李雁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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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占良：本院受理原告策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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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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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军武：本院受理杨守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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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万营、郜云龙、许军伟、洛阳市高瑞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高万营向原告偿还
贷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二、判令被告高万营向原告支付
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共计人民币206849.48元。（该利息按照
个人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6.09%计算，逾期罚息、复利为
该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暂计至2017年10
月 30 日，实付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应计至本息付清之日
止）；三、判令被告郜云龙、许军伟、洛阳市高瑞办公家具有
限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
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相关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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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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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郜云龙、郜宏森、高万营、许军伟、洛阳森大办公家具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郜云龙向原
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二、判令被告郜云龙向原
告支付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共计人民币205821.05元。（该利
息按照个人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6.09%计算，逾期罚息、
复利为该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暂计至2017
年10月30日，实付利息、逾期罚息、复利应计至本息付清之
日止）；三、判令被告郜宏森、高万营、许军伟、洛阳森大办公
家具有限公司对第一项、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四、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
相关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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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10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宾：本院受理原告牛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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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0305民初9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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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小放、万琰、贾建良：本院受理原告赵静诉你们及被告高
玲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 0311 民初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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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朋杰：本院受理原告唐建军诉被告河南力图门业有限公
司、王朋杰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582号民事判决书及
唐建军和河南力图门业有限公司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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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