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16878号

姚国语、付爱平、郑州御尊足浴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分公司、
郑州御尊足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褚国锋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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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168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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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琴、苏骋翰：本院受理原告王焕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40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艳琴、苏骋翰于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王焕玲借款本金210000元及利
息，利息以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5日起至2015年9
月18日止；以21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9月19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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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沛明：本院受理原告徐清泉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466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
转让费及购房款7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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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江朋、陈永彬：本院受理原告王铁军诉被告候江朋、陈永
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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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文、王猛：本院受理原告张思嘉诉你们及被告河南红特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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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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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文、王猛：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亚诉你们及被告河南红特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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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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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宝辉、河南省百翼蜂业有限公司、艾勇：本院受理原告李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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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105民初17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祭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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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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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军：本院受理原告段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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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志云、刘现林、刘会燕、河南疏道投资有限公司、郑州疏道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冯林英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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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3民初4478号

时卫：本院受理原告艾元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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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启凯：本院受理原告柴冠锋诉你与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
台郭社区管理委员会、河南现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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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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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式十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3民初4105号

吴广汉：本院受理原告高晓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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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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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16日10时至
2018年7月1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焦作市孟州市
大定办事处上作村新孟路北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
物和焦作市孟州市西虢镇产业集聚区常付路95号创业园标
准化厂房8号楼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第二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D1Vt&user id=
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申正义：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
支行与被上诉人申正义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民终585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二审案件受
理费353元，由上诉人文化支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林强：本院受理原告常万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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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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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梦瑶：本院依法受理原告李斌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下：一、判决被告张
梦瑶偿还原告李斌斌欠款叁拾万元整；二、判决被告承担本
案所有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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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晓、焦作市宇星锅炉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郜敏敏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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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求焦作市
宇星锅炉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郜敏敏借
款135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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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晓：本院受理郜敏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82民初84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要求你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郜敏敏借款
275820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29日起按月息1分计算至付
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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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飞雷：本院受理李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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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5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要求你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涛借款 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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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兵：本院受理苏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882 民初 42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要求你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苏超借款2万元
及利息（从 2018 年 1 月 2 日按年利率 6%计算至付清之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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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小斌：本院受理原告杨小午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82民初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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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学：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松泰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82民初23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文胜（又名张文革）：本院受理原告冯仙梅诉你婚纠纷一
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83民初67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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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蔡晓初：本院受理原告关山虎诉你婚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3民初55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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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发：本院受理原告张爱红诉你婚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3民初67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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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三青、王爱文：本院受理原告程广英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
程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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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一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戈菊义：本院受理原告王利芳诉你和李耕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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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一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丽（公民身份号码：41020319760616202X）：本院受理
张海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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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杰：本院立案受理的韦广美申请执行张永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203 执37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按
照（2017）豫0203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向申
请人履行完毕，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新顺、宋永利：本院受理原告周大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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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
1003民初1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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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雄迈世纪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李海龙：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佰利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03民初
1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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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河南华信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郭金梅、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0民终16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一、撤销禹
州市人民法院（2016）豫1081民初5502号民事判决；二、本案
发回禹州市人民法院重审。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河南华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郭福林、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人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0民终16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一、撤销禹州市人
民法院（2016）豫1081民初5501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禹
州市人民法院重审。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耿：本院受理原告杨全发与你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
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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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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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真：本院受理原告丁友与你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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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10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张东海、河南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们（2018）豫
1502民初2814号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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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礼洲、汪道秀：本院受理的信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
申请执行信阳市天和建筑有限公司、王礼洲、汪道秀委托保
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王礼洲、汪道秀公告送达（2016）
豫1502执778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限制高消费
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五日内履行（2015）信浉民初字第
159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霞：本院受理原告刘青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4373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党：本院受理原告周延辉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11民初139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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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松坡：本院受理原告翟方兵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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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民初84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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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向阳、马鹤敏：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顺佳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0411民初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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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新耀：本院受理原告鲁大岭与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工程款8万
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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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起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
开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新耀：本院受理原告鲁大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1.8万
元、利息4.72万元（自2016年8月26日至2018年4月26日），
2018年4月26日以后按月息20%支付利息至还款日；二、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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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起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该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明星：本院受理原告刘二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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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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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民、韩小风：本院受理原告周海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1707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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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园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王园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长
期找不到你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7）豫0482执
2029号执行裁定书及限期腾房公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柯：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刘灵朝申请执行张志柯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18）豫0482执1540号案件的执行通知书、申报财产
令、失信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穆延显：本院受理原告王延斌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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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财：本院受理原告史巧提诉被告河南宏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杨震宇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152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
豫0482民初152号民事调解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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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青京、河南宇奇利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书红诉
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82民初18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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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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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运雷：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于2018年6月20日做出（2018）豫0422民初18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李晓娜借款本金20000元，在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的同时，
按照年利率6%清偿自2017年5月2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
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你负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该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第四团队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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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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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跃廷：本院受理原告张青珍诉被告孙跃廷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的有关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清合、孙玉峰：河南城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清
合、孙玉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2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常路中心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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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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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幸光：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恒昱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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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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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余文光：本院受理原告崔汉得（崔汉德）诉被告你、原告赵石民
诉被告你、原告赵丽娟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286号、287号、
288号三案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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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存军：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宋
淑萍申请执行周存军、田银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对本院
依法查封的被执行人周存军位于洛阳市洛龙区镇北路20幢
2-101（洛市房权证2005字第X306966号）房产的市场价值
及变卖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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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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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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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飞：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白
迪申请执行王淑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对本院依法查封
被执行人王淑飞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牡丹大道246号院1-15
幢1-202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266331号）房产的市场价值
及变卖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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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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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鼎坤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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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卫江：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靳
庆国申请执行荆卫江、刘利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对本院
依法查封被执行人荆卫江位于洛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圭
街3号楼2-3-2（洛房权证市字第00006995号）房产进行市
场价值及变卖价值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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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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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方迪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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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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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世业彩钢工程有限公司、伊川县昌盛刚玉有限公司、
伊川县天翔商贸有限公司、王为平、王艳艳、王世昌、王卫
国、王志平、李晓丛、郭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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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判令被告伊川县世业彩钢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
款本金1999999.71元及计算至2018年4月19日的借款部分
的利息、复息和罚息992467.08元；二、依法判令被告伊川县
世业彩钢工程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自2018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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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伊川县昌盛刚玉有限公司、伊川县天翔商贸有限公司、王
为平、王艳艳、王世昌、王卫国、王志平、李晓丛、郭会强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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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
在本院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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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晓东、张贝贝、郭申龙、郭晓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
依法判令被告翟晓东、张贝贝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31571.89元及计算至2018年3月21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
复息和罚息96507.5元；二、依法判令被告翟晓东、张贝贝偿
还原告自 2018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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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郭申龙、郭晓东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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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
在本院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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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洛阳航硕抗磨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秦吉第、詹予丹、刘天军、刘炎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洛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立即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599999.98元及计算至2018年4月19日的借
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316329.13元；二、依法判令被告
洛阳刚吉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自2018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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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洛阳航硕抗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秦吉第、詹予丹、刘天军、
刘炎峰对上述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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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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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华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绿然粮油有限公司、郭
振川、胡松珍、李玉亮、李玉玲、李建芳、郭龙辉、郭丛霞、李
少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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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伊川县华
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650000元及计
算至 2018 年 4 月 2 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
316946.73元；二、依法判令被告伊川县华鸿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偿还原告自2018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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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洛阳绿然粮油有限
公司、郭振川、胡松珍、李玉亮、李玉玲、李建芳、郭龙辉、郭
丛霞、李少飞对上述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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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心爱、段继业、朱燕歌、段次为、刘龙龙、李瑞瑞：本院受理
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景心爱、段继业、朱燕歌立
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71569.52 元及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112844.64元；二、依法判
令被告景心爱、段继业、朱燕歌偿还原告自2018年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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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令被告段次为、刘龙龙、李瑞瑞对上述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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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院2019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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