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华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三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4民初76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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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三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104民初7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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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东兴彩钢有限公司、马腾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展鸿
钢铁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4民初1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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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闯、余发洋：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财
富广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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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树森：本院受理原告刘有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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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民初334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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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15日

10时起至2018年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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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
二七区兴华南街166号院1号楼5单元57号（房屋所有权证
号：0601040506）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
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亚威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奔月电气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与南通市亿力变压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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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震：本院受理原告郑州（东）建材大世界利德木业商行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
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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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如意：本院受理原告秦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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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
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景修：关于李昶申请执行苗景修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540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你们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
李昶于2018年4月1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
立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苗景修名下
位于清丰县城关镇凤鸣路北段路东（产权证号：濮阳权证清
丰县字第A14G0200969号）房产一套，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执
4968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
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以清偿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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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永斌、河南乾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刘丽璟：本院受
理原告张昌立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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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银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程涛、成玲宪：本院受理原
告孟国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23381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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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雨、史晓鹏：本院受理原告肖林诉贾龙及你们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
民初169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贾龙及你们于判决书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170000 元、利息 14500 元，及自
2015年9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以170000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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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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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宏楷：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泰宏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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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105民初3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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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
郑州泰宏置业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现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春梅：孙卫国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5）金民二初字第346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效力，因
无法有效联系到你，现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恢780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执行过程中查封
被执行人袁春梅名下的位于金水区林科路8号院1号楼8层
0808号（产权证号：1001019746）房产一套，限被执行人袁春
梅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屋。同时向你公告
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
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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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高领、贺萍：本院受理原告高连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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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3民初137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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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选：本院受理原告孙庆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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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民初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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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森、杨海博：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永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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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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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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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鹏翔：本院受理原告张振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91民
初3398号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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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伟：本院受理原告魏泽民诉你及李绍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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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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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益林、侯玲、李玉良、丁芳芳、鄢陵县林海园花木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基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
请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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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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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政永、原蒲、王瑞、刘斌斌、高艳玲、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焦作市世纪万国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田永坤诉你们及毛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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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政永、原蒲、王瑞、刘斌斌、高艳玲、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田永坤诉你们及毛磊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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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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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政永、原蒲、刘斌斌、高艳玲、河南歌瑞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田永坤诉你们及毛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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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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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泽林、宋占洲、河南万客来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华融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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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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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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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行政审判庭106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雪洋、贾红涛、刘东超、刘火玉、张红玲、柳凡、王西涛、李
军平、贾永花、远大伟、远广善、张保刚、苏宝玲、刘文德、杨
伟锋、周强、郭颖、晏自旺、王振红、刘芫菲、刘聪军、王小磊、
王晓东、李真、王洋、王金霞、翟建春、陈广义、贾全山、陈晓
翔、赵长青：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金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十七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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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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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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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娇、李文杰、胡涛、杨涛、张炳保、王秀霞、余建伟、朱伟
杰、袁子群、高翠萍、孙金福、朱止岭、李红芳：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金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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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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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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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丁绍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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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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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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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品品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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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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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民、周庭良：本院受理原告张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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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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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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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邓德成：本院受理上诉人杨国有与被上诉人尚华、原审被告
翟天一、邓德成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终584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4667号

崔二铭：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润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
告葛百战、崔二铭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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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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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
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单志华、李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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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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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速
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喜超、王红丽、王琴、河南鼎兴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姚
文三、李颖、王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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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建胜、王凤英：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城置业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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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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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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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广飞诉你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84民初820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龙湖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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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占卿：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东方宇亿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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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卢店人民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学清、开封大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欣
德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开封大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被告郭学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203民初1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开
封大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被告郭学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60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河南欣德源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60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6
月19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止；自2017年7月24日起至清
偿之日止，以上均按年利率24%计息）；二、驳回原告河南欣
德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4250元、公告费由被告开封大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郭学
清共同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二勇：本院受理原告刘春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心得、李蕴珍、驻马店市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韩启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排行：本院受理原告马海伍诉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第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深圳市金开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四军.徐
德启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富顺：本院受理原告刘树宗起诉被告张富顺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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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花平：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新兴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赵
花平侵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184民初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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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忠伟、邢丹丹：本院受理原告高丽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欠款10万
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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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和庄中心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忠伟、邢丹丹：本院受理原告柴艳宾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欠款13万
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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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和庄中心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安栋钊：本院受理原告冯宝如、陈发伟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30万元及违约
金1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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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和庄中心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梅红、刘南晓：本院受理原告张静静诉被告闫梅红、刘南
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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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闫梅红、刘南晓支付
原告张静静借款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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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永山：本院受理原告刘金环诉被告郑永山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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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一、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二、女儿郑淑娇、儿子郑中坤
归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3300元抚养费；三、依法分割叶
县任店镇月庄村2组16号自建房4间（约150平方米）的财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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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红（身份证号410481197203161516）：本院受理原告
赵印明诉被告李朝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通过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赵印明诉求如下：一、判令李朝红归还赵印明借款本金6万
元，利息自2016年4月30日至2018年5月22日共计1.04万
元，并自2018年5月23日起以4万元为基数按约定的借款利
息（月息1.25%）付息至实际还款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用由
李朝红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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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付克：本院受理赵长江诉你、李普合、宁遂霞追偿权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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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吕建华、宝丰县泓昊焦化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泓丰选煤焦化
厂：本院受理河南叶县农商银行诉你们、河南省平顶山泓利
炼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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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
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汉金双龙泰减水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奥斯达新材
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叶
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兰：本院受理张跃伟诉你、李玉峰（李付元）、许爱芳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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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许昌市监狱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光辉：本院受理石晓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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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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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光辉：本院受理侯艳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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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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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宏志：本院受理原告吴晓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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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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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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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红召、王利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平顶山市晶瑞贸易有限公司、叶县兴佳煤
炭经营部、杨红杰、杨延民、韩松贵及你二人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二人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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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晶瑞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叶县兴佳煤炭经营部、杨
红召、王利云、杨红杰、杨延民、韩松贵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35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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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锋：本院受理原告卫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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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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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利安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驻马店市物华建筑有
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汝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晓润：本院受理原告李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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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法院公告1212 责任编辑 平慧莹

HENAN LEGAL DAILY2018/06/11 E-mail:hnfzbggb@126.com 电话：0371-86178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