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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刁玉峰：本院受理原告王文改诉被告刁玉峰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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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庭(16)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山林：本院受理原告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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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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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大进、朱娅琪、陈少丽：本院已受理原告郭前豪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豫1303民初2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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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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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年10月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2157号

张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姚宗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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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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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文：本院受理河南西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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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在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之后三日
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349号

金会保、田秀珍：本院受理原告孙宝余、仲维英诉被告张巧
云与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请求：一、确认南阳市
工业路粮油公司家属院1单元502室房屋及地下室系原告
夫妻购买并享有所有权；二、判令停止对南阳市工业路粮油
公司家属院1单元502室房产的执行程序，并解除对该套房
产的查封保全措施；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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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里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富：本院受理原告黄书申诉被告郭建富、陈伟娜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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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庭（16）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富：本院受理原告杨婧诉被告郭建富、陈伟娜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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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法院审判庭（16）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苏建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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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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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楠：本院受理原告张义兵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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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2民初2646号

王建成：本院受理原告宋宏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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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本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届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在南阳市
宛城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俊国：本院受理（2018）豫1302民初1700号原告高文仃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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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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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白河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曾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曾子涵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初35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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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振伟：本院受理原告段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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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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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的第三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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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海社：本院受理原告杨晓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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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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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9民初587号

王雅铬、王凌：本院受理原告宋汉颖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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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占旗：本院受理原告刘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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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苏艳丽：本院受理原告郭亚超、郭钜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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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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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8 年 7 月 28 日
10时至2018年7月29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
金地·兰乔圣菲8#楼8幢1102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
告 》《 拍 卖 须 知 》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
0395-3561830。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8 年 7 月 28 日
10时至2018年7月29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召陵区珠江路
天赐良园9#楼11幢2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
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
须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95-3561830。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8 年 7 月 28 日
10时至2018年7月29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
建安公司营宿楼33幢2号、12号房产（共两套房产）。有意
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
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95-3561830。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7月27日10时至2018年7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谷丰广场11号楼自北向南
第13号商铺,12号楼第1.2号商铺，14号楼第5.6号商铺，11
号楼8号商铺，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
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杜法官、联系电
话：17603708389。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7月27日10时至2018年7月2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谷丰广场11号楼自北向南
第 1，2，3，4，5，6 号商铺，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杜
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389

内乡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书转：本院受理原告白云与被告郭书转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5民初85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灌涨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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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隆兴水电暖安装有限公司、李兴会：本院在审理原
告河南天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王蔓茹、马青波与你二人、
第三人三门峡新华水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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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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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怀：本院受理原告郭跃彬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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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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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濮阳县人民法院
五星法庭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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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华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利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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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朝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忠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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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113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法庭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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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号

冯永增：本院受理原告刘文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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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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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山：本院受理原告陈文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1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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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902执2829号

刘艳锋、李志琴：申请人李朝雪与被执行人刘艳锋、李志琴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6）豫0902民初9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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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雪于2018年06月15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执2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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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02执2828号

孙国玉：中请人娄丽兰与被执行人孙国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7）豫0902民初58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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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娄丽兰于2018年
06月15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902执28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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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常军、宋凤香：本院受理的原告颜振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民初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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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自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相民诉你及高峰、王艳霞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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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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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祥：本院受理原告张宪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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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凤霞：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亚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陈
亚非的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
16000元，共计66000元（利息按照月息2分计算至2018年4
月16日）。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春英：本院受理的原告薄宏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8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准许薄宏
民和马春英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薄宏民负担。现将
上述判决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
届满后15日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米祥（曾用名：孙密祥）：本院受理原告朱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482民初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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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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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素红：本院受理谷彬(又名谷柄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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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六楼607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決。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培娜、张国军、孙珍珠、丁银坡、侯俊卫：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卫东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培娜、张国
军、孙珍珠、丁银坡、侯俊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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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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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
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星涛、河南民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鲍其林与被
告苏星涛、河南民册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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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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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成永：本院受理原告翟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民事裁定书(2018)豫0204民初
759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204民初759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2018)豫0204民初759号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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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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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会雨：本院受理原告郭宏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
豫0204民初873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204民初873号之
二号民事裁定书。白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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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素梅：本院受理原告王振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
豫0204民初820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204民初820号之
二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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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斌：本院受理原告郭宏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豫
0204民初793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0204民初793号之二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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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磊：本院受理的原告开封市红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211民初7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开在公告
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
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贺旭：本院受理原告袁伟诉你和周忠琴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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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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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强：本院受理原告孙永兵与你、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信阳分公司、信阳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与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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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即2018年9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审判，逾期将缺席审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明旭廷：本院受理原告刘元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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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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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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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第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徐淳鸿：本院受理原告翟
领军、张建军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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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长有：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红旗渠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吴波、吴广勋、河南省恒宇置业有限公司、项城市人民
政府、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张长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民终2559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付山、闫宝学：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
淇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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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巴银恩：谷廷凯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8）豫0105执1350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令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7）豫0105民初301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加滋杰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
兰波诉被告郑州市加滋杰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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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105民初706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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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瑞元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濮阳瑞元置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张艳丽、张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2018）豫 0105 执
4067、4068、4069、4070、4071、4072、4073、4074 号执行通知
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三友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赵玮、崔桂禄、滕俊伟、赵林
成、刘利如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五案，本院作出的
（2017）豫 0105 民初 18613、18616、18619、18610、18609 号民
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执 1462、1463、1465、1466、
147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未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小勇：本院受理原告邱添诉被告乔小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定程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
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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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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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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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相洋、河南鑫聚源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张
丽诉被告王红丽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王红丽
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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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芝：李小菊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8）豫0105执3044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及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7）
豫0105民初1459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财产予以评估、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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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
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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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振强起重有限公司：河南省海闳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
送达（2018）豫0105执12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令财产令、执
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
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 民初10898
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林、申艳芹：邢培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已向你们公告送达了（2017）豫0105执13019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公告期
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 民初1775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现你们仍未履行，本院将依法
对申艳芹名下所有的位于金水区经一路北35号院3号楼7
层 738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501117692）予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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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你们应于
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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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守繁、李素丽、王锐革、郑瑞华：崔怀宇申请执行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7）豫0105执6325号，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6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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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中本院已依法将被执行人王锐革配偶郑瑞华名下位于郑
州市金水区丰庆路4号院12号楼2单元14号房产（不动产
权证号：0007435）予以查封，现责令你们于本裁定生效后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及屋内物品予以评估、拍卖。同
时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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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郁胜高：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万客程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诉被告郁胜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105 财保 382 号民事裁定书（查封）。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保全裁定）可以
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
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龙：本院受理原告杨正军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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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四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