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10日

10 时至 7 月 11 日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进
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许桂玲名下开封市祥符区人民路东段
南侧房屋(建筑面积为891.20平方米)，现予以公告。咨询电
话:0371-23809072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广军、房金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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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8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顾海永、苏俊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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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8月29日16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丽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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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8月29日上午11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振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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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8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凤成：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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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8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传友、高行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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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8月29日16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明、冯继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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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18年8月29日15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继业：本院受理原告魏银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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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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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在
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继业:本院受理原告黄文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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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30分在
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华姗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仙清栋诉你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定于2018年9月10日9时在
本院3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建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开封市国顺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谢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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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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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彦琳：原告李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04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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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言宁：本院受理买哲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买哲晰要
求你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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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德义、贾叶：本院受理原告李艺与你们二人及陈胜利、金
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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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新正：本院受理原告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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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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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孟林：本院受理原告葛风云、葛冰冰、葛声亮、葛豪亮诉你
及杜书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被告杜书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连武汉：本院受理闫俊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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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42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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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宝丰县崇智商行：本院受理边少兵与你商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商行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办
公地点长期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商行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1民初
2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宝丰县崇智商行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边少兵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66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5元，由

宝丰县崇智商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晓飞：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宏杰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81民初314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书的要点：朱晓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郑宏杰支付转让费70000元、利息5643元，并自2018
年1月17日起继续以未付转让费数额为基准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向郑宏杰支付利息至款项清偿完毕。
案件受理费1728元，由朱晓飞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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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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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亚峰：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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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海龙：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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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艳艳：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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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艳磊：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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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爱萍：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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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颜：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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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
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辉：本院受理王增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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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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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22民特15号

本院于2018年6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滕聪杰申请宣
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滕聪杰称，其母亲吴秀梅于2012年
7月15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吴秀梅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请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
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
落不明人吴秀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吴秀梅情况，向本院报告。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彬：本院受理原告张松良、程广伟、李建利、张保军、李
红岭、张平军、文俊杰、李好伟、高朝军、高付军、李伟、王豪
伟、柴法伟、李记录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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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彩化：本院受理原告晏书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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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晏书志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货款5000元及该款自2014年8月14日起至还款之日月利率
为2%的利息；二、本案立案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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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
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明浩（410423198810289539）：本院受理原告张帅诉你
和杨艳科、吕庆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3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崔明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清偿原告借
款本金7万元。案件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700元，均由被
告崔明浩负担。 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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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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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莉：本院受理原告付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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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6月26日10

时至2018年6月27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公开拍卖信阳市浉河区五星南路碧水·帝影 1#商住
楼-101、101、201 号商业房地产。起拍价：75630736.62 元，
保 证 金 ：4000000 元 ，加 价 幅 度:380000 元 。 联 系 电 话 ：
0376-6360106。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俊杰：本院依法受理蔡昆诉汪俊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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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1502民初2245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上
诉期限为15天，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辉：本院受理原告刘火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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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纪：本院受理吴红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6民初68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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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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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巧玲：本院受理原告化世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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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155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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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仇志磊：本院受理原告郝兆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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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1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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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利飞、杨九丽、孟青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凤琴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们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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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松强：本院受理原告张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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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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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濮阳县人民法
院文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902执1885号

张助民、张凤灵：本院受理执行林风梅与张助民、张凤灵、王
天朋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6）豫 0902 民初 9284 号民事判决书向你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但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现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查封被执行人名下位于行政南小
区房产一套（房产证号为：2002-08567），以拍卖所得偿还债
务，现向你二人送达评估、拍卖裁定书、搬迁通知。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波：本院受理原告高俊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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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孝芳：本院受理原告张国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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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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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西胜、范县长鑫保温材料厂、白启军、濮阳市友合木业有
限公司：本院重审原告刘怀勇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2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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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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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风荣：本院受理原告卢风先诉被告乔风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如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忠明：本院受理原告孟祥生诉被告刘忠明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
（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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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坤：本院受理原告张爱臣诉被告何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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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永国：本院受理原告黄承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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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和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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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护强：本院受理原告沙军勇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2 民初 15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 60 日内来本院马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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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
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送达听证传票
卢金国、朱秋云：申请执行人卢全平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卢金
国、朱秋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执
行过程中，鹤壁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本院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听证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
于2018年8月21日上午九时在本院十一号审判庭听证。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百慧、曾亚杰：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青慧、徐百慧、王瑞波、强随霞、倪豫
蓬、王卉、曾亚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由于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203民初1012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青慧偿还原告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000000 元和利息 1433208.00
元；被告王青慧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35000
元；被告徐百慧、王瑞波、强随霞、倪豫蓬、王卉、曾亚杰对上
述两项给付内容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并有权向被告王青慧
追偿。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3民初1054号

张巷群：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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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3民初989号

秦川：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渭南中
心支公司诉你及中煤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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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泰鸿建材制造有限公司、闫海亮、宋军海、闫青松：本
院受理的上诉人张福秀因与被上诉人林州市泰鸿建材制造有
限公司、闫海亮、宋军海、闫青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5民终4997号民

事判决书和（2017）豫05民终4997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文君：本院受理的原告宋瑞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民辖终51号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秀秀：本院受理原告郑圣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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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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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文峰
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圣明、张芳玉、中铁中城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
阳华盛恒信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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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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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成伟：本院受理原告张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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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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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志娟：本院受理原告王军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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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8年7月10日10时至7月

11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 com,户名：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楚军只、闫秀
平所有位于安阳市北关区永明路北段99号杏花苑小区2号
楼2单元3层西户房产，起拍价538600元，保证金50000元，
加价幅度1000元。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9日前了解
该标的详细状况。竞买不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标
的咨询时间：自2018年6月9日起至2018年7月9日（工作时
间）。咨询电话：0372- 3163887；监督电话：0372- 3163983。

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锋：本院受理石淑清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016)豫0522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并依法向你
们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均未在规定期限
内履行还款义务。因你现下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联系送
达评估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李锋
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到本院技术科选择评估机
构，对查封的豫EP1116机动车进行评估，逾期本院将随机确
定评估机构。并于公告期满后第15日上午9时，同本院技
术科、申请执行人、评估机构到现场实地勘察。在公告期满
后45日上午9时，李锋到本院执行局领取价格评估报告，如
十日内未对评估的价格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则视为
放弃权利，本院将在淘宝网对上述车辆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上述日期遇法定假日顺延）。

沈丘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娜娜：本院受理原告刘英贤、张桂兰、刘耀涵、刘小歌、刘
晓爽与被告李同纪及第三人赵娜娜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
依法向赵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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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五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卫东：本院受理上诉人刘勇与被上诉人丁鑫与你及原

审被告李凤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16民终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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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2017）豫04执101-1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潘明媚申请执行河南明鑫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河南明
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履行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16）
豫0482号民初100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金钱给付义务。本
院依据(2017)豫04执104-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河南明鑫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汝州轻工业园区工业用地使用
权上【土地证号：汝国用（2008）第 0001 号】的地下停车场。
查封限额：壹仟贰佰万元整。查封期限为三年，自2018年6
月5日起到2021年6月4日止，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
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障执行的行
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大红：关于我院受理的赵香勤申请强制执行张大红、驻马
店市开发区鑫宜通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丰路与开源
支路交叉口驿丰园住宅小区4号楼东7单元613室房产（房
产证号：驻房权证字第201612928号）进行评估拍卖，现因无
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等事
项，并在选定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现场勘查。逾期
不到，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6 月 28 日

10 时止在平顶山市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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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 名 ：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靳者者所有的奔驰牌轿车一辆进
行第一次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2018年
6 月 21 日 10 时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 17 时止接受咨询和看
样。报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18 时。详细情况请
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
卖 标 的 调 查 情 况 表》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
0375-2862766、13137526789（田）；监督电话：0375-2862230。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 10 时至 2018 年 7 月 13 日 10

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n,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杜国所有的位
于舞钢市朱兰生活区滨河路030号房产（带院）及土地使用
权，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2018年6月
11日至2018年7月11日16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详细情
况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
的需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75-3641374、18237589000。监
督电话：0375-2761568。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91执4506号

慎丽鹏：本院执行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执行慎丽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豫郑鑫辉评字（2018）Z05023A号评估报告书、执行裁定书，
拍卖被执行人慎丽鹏名下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北 65 号江山商界 9 层 903 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1501059421）的房产、责令履行通知书及评估异议通知书，责
令你于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豫0191民初10300号民事判决书
所确定的义务，若逾期未履行，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
达。逾期既未履行又未到庭，本院将依法选定拍卖机构对
查封的房屋进行处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天忠、任网：本院受理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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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 0191 执 7013-3 号执行裁定书、郑豫建评字[2018]
05359A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6）豫0191执7013号评估报告
异议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法院公告
HENAN LEGAL DAILY 1313责任编辑 平慧莹

E-mail:hnfzbggb@126.com 电话：0371-86178087 20182018//0606//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