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清火、温雪娥、洛阳市申高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平
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求：一、判令被告孙清火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49798.66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合
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判令被告温雪娥、洛阳市申高
商贸有限公司对孙清火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孙清火名下的位于西工区纱厂南
路 9 号院 10 幢 605 室，房产证号：洛市房权证（2005）字第
X327160号和位于西工区纱厂南路9号院10幢610室，房产
证号：洛市房权证（2006）字第X358988号的房产享有优先受
偿权；四、判令被告孙清火、温雪娥、洛阳市申高商贸有限公
司承担原告实现债权的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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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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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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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跃红、张根廷、蒋银青、潘旭东、甄继辉、张扬扬、潘本立、
程萍：本院受理的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判令被告甄跃红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1348.18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判令被告蒋银
青、潘旭东、甄继辉、张扬扬、潘本立、张根廷、程萍对甄跃红
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各个被告承担原告实
现债权的产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费、拍卖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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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院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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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本立、甄跃红、张根廷、蒋银青、潘旭东、甄继辉、张扬扬、
程萍：本院受理的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判令被告潘本立
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3305.41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 (按合同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二、判令被告蒋银
青、潘旭东、甄继辉、张扬扬、张根廷、甄跃红、程萍对潘本立
所欠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各个被告承担原告实
现债权的产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执行费、拍卖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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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在本院2019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丽军：本院受理原告杜英诉被告杨丽军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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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孟国：本院受理原告钟晓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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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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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内埠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振安、赵玉荀、洛阳市百星奇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司法技
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孙亚辉申请执行被执行
人赵振安、赵玉荀、洛阳市百星奇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对本院依法查封的赵振安、赵玉荀名下位于
洛阳市西工区牡丹桥东侧华源河畔明珠9幢2-502号房产
（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237572号）的市场价值及变卖价
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于2018 年6月13 日（已发公告并届
满）组织当事人现场抽签选定的鉴定评估机构为深圳市国
房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涉案标的物
处进行。如逾期不到场，本院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由此造成
的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红霞、洛阳好弟兄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冯荣强、任和诉你们与上海锋之行汽车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天津鼎诚易融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蔡光会返还原
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0311民初4901号民事判决书及冯荣强、任和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送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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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争、吴幸知：本院受理原告鲍书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
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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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向阳：本院受理原告祁学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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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43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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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乔军：本院受理原告刘建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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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民初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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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391民初774号

洛阳圣宝自控工程有限公司、洛阳林昊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陈国其：本院已受理原告洛阳高新区瑞邦小额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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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391民初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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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温、洛阳嘉吉利饮品有限公司：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
受理李洛生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豫0306
民初335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
履行法律确定的义务。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豫0306执2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
示、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应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宜阳海斯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李朋阁、马卫东：本院受理
的原告孙世伟、李五安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22万元，并承担借款
利息。（从2016年3月4日至2018年1月17日，月息按2%计
算为98853元）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从2018年1月17日至
实际归还之日的利息（以22万元为基数，按月息2%利率计
算）三、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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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
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少伟、刘建忠、梁银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宋瑶民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三被告共同连带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350000元，欠收利息150000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三被告共同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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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欧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何洋洋、何元浩与被告欧国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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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甘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富连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通信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2 民初 28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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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大松：本院受理谢福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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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俊：本院受理原告陈磊与被告马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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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要求你偿还原告借款10000
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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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7月9日10时至2018年7月10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漯河市召陵区衡山路金领域小区8幢405
号房屋（房屋已装修，建筑面积 116.49 平方米，产权证号
20090001328）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
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6月29日10时至2018年6月3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兴光三街9号院17号楼
1单元16层1601号房屋【建筑面积88.13平方米，产权证号：
京（2017）通不动产权第0020359】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
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http://sf.
taobao.com。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7月9日10时至2018年7月10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福寿街88号2号楼605房
屋（建筑面积50.02平方米，产权证号1601155470）依法进行
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http://sf.taobao.com。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7月7日10时至2018年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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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卢德顺名下所
有的上汽依维柯红岩杰狮C100380马力8X4重型货车、上汽
依维柯红岩杰狮C100380马力8X4重型自卸货车、上汽依维
柯红岩336马力8X4重型自卸货车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
示看样时间与方式：2018 年6月21日至2018 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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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5-2761502。监督电话：0375-2761568。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扩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春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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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沟县人
民法院西二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向泽、王建峰：本院在审理原告李伟伟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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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7月23日10时至2018年7月2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开封市汴京路42号皇家华韵小区36、37
号楼涉案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4。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尹国基诉你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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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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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9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生云、陈朋明：本院受理原告汤恒丰诉被告陈生云、陈朋
明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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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2018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监督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浩辰：本院受理原告申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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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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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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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松江、常柳青：本院根据（2017）豫0811民特200号民事裁
定书受理了李昊泽申请执行王松江、常柳青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对王松江、常柳青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等，限你们在本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三日
内到本院执行局708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的次日上午9时，到本院技术室301办公
室选择评估机构，自选定评估机构之日起的第二日上午9时
到上述房产进行勘验现场，自勘验现场第七日上午9时到本
院技术室301办公室阅看评估初步意见书，自阅看评估初步
意见书后的第七日上午9时到本院执行局708办公室领取
评估报告，自领取评估报告之日起的七日内提出异议，逾期
不行驶上述权利视为放弃权利。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明亮：本院受理原告段共超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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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的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召：本院受理原告谢玉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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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75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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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金艳：本院受理原告陈瑞同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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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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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书园：本院受理原告胡勇诉你欠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780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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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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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朱祠祥、浙江宏成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朱锡保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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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林、江新星：本院受理的叶万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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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灿辉：本院受理原告李卫锋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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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忠喜：本院受理原告郭孟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92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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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02执1847号

闫长在、河南省雪鸟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向荣面业股份有限
公司、台前县三星面粉加工有限公司：申请人濮阳市中小企
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闫长在、河南省雪鸟实业有限
公司、河南向荣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前县三星面粉加工有
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2017）豫0902民初3901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
请人濮阳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3月
28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法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执184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令：本院受理徐以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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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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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磊、朱艳：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戚城信用社诉你们及刘伟玲、孙丽芳、刘玉民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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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素华、李昂、李曙光：本院
受理原告雷秀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110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濮阳市诚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偿还原告雷秀萍借款本金55000元及利息（其中35000
元，自2013年3月15日起至付清日，另20000元自2013年6
月3日起至付清日，均按月利率20‰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雷秀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117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濮阳市诚隆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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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粉雪、申金山：本院受理（2018）豫0902民初2742号原告谢
惠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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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在本院中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继东：本院受理原告王宏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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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尚继东偿还原告王
宏伟借款本金3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自2016年1月5日
起至付清日，按月息2分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付
清。二、驳回原告王宏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7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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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宏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育飞、张涛、张勇、宋勤
梅、张林、王莹、李刚、王艳霞：本院受理上诉人林州市金丰
矿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审
被告孙甲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6 民终 111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自红、刘金浩：本院受理原告杨彩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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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个工作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官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月、李文标：本院受理原告岳建士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
8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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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万古法庭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祥胜：本院受理的朱明广诉你排除妨碍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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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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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万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秀然：本院受理的王彦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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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万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苗满强：本院受理刘战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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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雪娇：本院受理康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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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代永生、赵瑞华：本院受理原告苏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
初240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代永生、赵瑞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苏平借款5万元及利息（自2015
年3月26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苏平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
代永生、赵瑞华负担。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牟联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新乡市新飞宇新物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
中心支公司、徐新成与被上诉人宋充山、唐爱凤、张秀琴、宋相
欢、宋相蓉、中牟联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宋崇彦、唐芬莲、王
风梅、宋逍冲、宋昊起、新乡市新飞宇新物流有限公司、蒋富贵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 豫05民终2087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05民
终2087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存生：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板岩信
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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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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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
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海平、郭海静、郭静芳、郭义青、苏海利：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板岩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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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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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维红、郭海静：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
板岩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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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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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蔡振兵、李军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万顺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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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楚永超、陈传梅：本院受理原告龚学杰诉你二人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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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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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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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0时

至2018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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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睢县城关镇中心大街天嘉怡水华庭18幢2单元402号
房产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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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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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0时

至2018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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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嘉怡水华庭18幢2单元402号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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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3391号

扶沟兴华气缸盖制造有限公司、刘兴旺、许爱香：本院受理
的原告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定程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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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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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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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民初13392号

河南文玉食品有限公司、左建忠、张文玉：本院受理的原告
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依法定程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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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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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智强、李跃强、河南近距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彭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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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民初48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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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亮：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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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民初4816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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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3民调1520号

樊二卫：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淮河路
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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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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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3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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