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乐乐、范盘盘、范帅伟、王满昌、陈同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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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袁乐乐、范盘盘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277282.49元及计算至2018年3月8日的借款部分的利
息、复息和罚息121110.9元；二、依法判令被告袁乐乐、范盘
盘偿还原告自2018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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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范帅伟、王满昌、陈
同水对上述第一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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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民革、冯国洋、候铭利、张玉金：本院受理原告胡亚伟诉你
们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胡亚伟于2018年6月13日向
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2016）豫
0311民初3710号民事裁定书，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311民初3710号民事裁定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小强：原告张根中诉你、河南国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二被告共同清偿欠原告的
工程款共计24702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5年8月12日起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二、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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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宁军、闫园园：本院受理原告张海燕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
民初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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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磊：本院受理原告黄迅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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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17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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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盛芯（洛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豫康
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2018）豫0311民初1927-1号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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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段燕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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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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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水宽、刘芮鸽：本院执行的姚志通与于水宽、刘芮鸽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
执87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
起3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7）豫0311民初5223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航超：本院执行的陈朝辉与武航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执88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7）豫0311民初4309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洪涛：本院受理原告布辉辉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1074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叶洪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
偿原告布辉辉各项损失10352.18元；二、驳回原告布辉辉的
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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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郑州中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本院受理的
上诉人郑州中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赵炎丽、原
审被告李秀、郑州中诚速递服务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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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辖终21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宋进朝：本院受理原告日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
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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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三楼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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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702民初2292号

何新天：本院受理原告张玉民诉被告何新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
初22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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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02民初1872号

梁随柱、刘大喜：本院受理原告王春山诉被告梁随柱、刘大
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1702民初187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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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茹保健：本院受理原告梁春元诉三门峡市荣鑫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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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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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艳星、马亚芳：本院受理原告马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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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 民
初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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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留珍、王建安：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英与被告王留珍、王建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202民初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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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
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建红：本院受理原告张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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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新海、李亚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卫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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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宏波：本院在审理原告郑恬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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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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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民：本院受理原告屈高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具体地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82民初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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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三门映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0502
刑初183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辰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刑初803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云海：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刑初954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军：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
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0502
刑初778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柴志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刑初667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佩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未成
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申请执行你罚金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
0502刑初668号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
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爱风、常海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阳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
行（2013）安文证经字第7755号公证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庆莲、张志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二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
（2016）安豫证经字第2183号、2184号两份公证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丹：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区支行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
（2016）豫0502民初144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现顺、杨爱军、郭志如：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河南安阳相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公证债权文书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
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
满后立即履行（2016）安飞证经字第901号公证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为东、赵卫艳、河南众森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安阳市
银河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诉许国志、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赵为东、河南众森投资有限公司、赵卫艳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们三位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5民终210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广申：本院受理原告秦新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2316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连省：本院受理原告李书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353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广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尽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353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陈苍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3535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进忠、白桂民：本院受理原告王起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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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26 民初
25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万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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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杰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玉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查封了位于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文明大
道文明街道办事处南立交桥房产1号楼2单元3层8号房产
（该房登记在杨志伟名下，已公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
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到安阳县人民法院技术室选择评
估机构，逾期不到，本院将依法按程序进行评估、拍卖。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领军、王东平、卢红岭：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安鑫运输有

限公司诉你们王领军、王东平、卢红岭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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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海宾：本院受理原告安阳货便利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任海
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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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振平：本院受理原告工兰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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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民初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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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洪伟：本院受理董丽霞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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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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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赵国胜与禹州市涵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禹州市涵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所有的豫K-62610、豫K-62611、豫K-62612、豫K-62613
号车辆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
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豫K-62610凌宇牌车辆、
豫 K-62611 凌 宇 牌 车 辆 、豫 K-62612 陕 汽 牌 车 辆 、豫
K-62613号陕汽牌车辆。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禹州市涵宇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每辆车的评估价格分别为 150000
元、变现价为：1350000元。经合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每辆
车降价10%拍卖，即每辆车的起拍价为135000元、每台车的
保证金13000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每辆车为1300元。与
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
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
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
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峻岭、马虎群、焦小来：本院受理原告孟凡诉你三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孟凡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刘峻岭偿
还借款本金106800元及利息（自2016年5月1日起按月利率
2分支付利息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截止起诉之日暂计为
30000元）；二、被告马虎群、焦小来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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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裁定内容如下：一、查封担保人孟祥龙名下车牌号为豫
H82051号大众牌小型轿车；二、查封被申请人刘峻岭、马虎
群、焦小来银行存款136800元或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其同等
价值的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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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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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园园、徐利明：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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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804民初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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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园园、徐利明：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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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804民初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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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朋：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骏马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
小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804民初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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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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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世建：本院受理原告张玉波诉你与第三人王世强债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21民初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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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永强：本院受理原告卢凯诉被告谢永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民初
125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审判第三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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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27日

10时至2018年7月28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李忠良名下位于开封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明东街振业花园甲1号，现予公告。联 系 人：徐法
官，咨询电话：0371-23809846。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聚勇：本院受理原告梁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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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玉川：本院受理原告李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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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要利、张小伟：本院受理原告韩五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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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
民初1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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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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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亚男、石丽霞、袁喜博：本院受理原告胡文学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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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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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帅、信阳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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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兰金、曾广青、淮滨县宏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民初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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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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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龚国玉、曹明志、河南宏升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
民初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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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善勇、唐锦锋：本院受理原告李志静与被告孙善勇、唐锦
锋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为：一、被告孙善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
李志静各项损失共计22321.85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779
元，减半收取390元，由被告孙善勇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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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本院受理原告胡成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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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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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吕忠营：本院受理原告闫搿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4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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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仝志杰、李义真、王耀东、杨朝星、许志兵、程传江、宋作瑞：
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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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洪星、赵玉茹、赵华英：本院受理原告郭福敏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7民初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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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艳玲：本院受理原告肖俊梅诉被告杜艳玲、宋银礼、梁玉
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杜艳玲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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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02执2794号

吴帅强：申请人卢建军与被执行人吴帅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7）豫0902民初4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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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卢建军于2018年
06 月 14 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902执2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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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8号

管江波：申请人张秋月与被执行人管江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18）豫0902民初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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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张秋月于2018年06
月19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902执2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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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1027号

中新信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清义诉被告
中新信达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中盟联国际建设有限公司、雍
乾刚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3日
作出（2018）豫0928民初1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
雍乾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支付原告王清义款项570,000
元及利息（自2017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二、驳回原告王清义其他诉
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
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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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林举、宋秀香：本院受理原告陈春江诉陈林举、宋秀香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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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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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902执791号

端木永杰：本院受理张保军诉你、刘社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人张保军于2017
年2月2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拍
卖裁定，裁定内容为评估拍卖被执行人端木永杰名下房产
证号为城E区字第2009-0078号的房产。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之后,本院将对此房屋依法进行
拍卖，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执公字第22号

李科伟：王瑾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一案，本院依据当事人
申请已对该案恢复执行，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928执恢字第22-1号执行
裁定书，限自公告之日起5日内履行（2014）濮民初字第3214
号民事判决书 。在执行中依法将被执行人李科伟名下单独
所有的位于濮阳县北环路路南（房权证号：濮权证字第
07-04-000301号）房产予以了查封。现同时向你们公告送
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
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报告的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峰：本院受理原告白素香诉你、张巧丽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403民初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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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军杰：本院受理王保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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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民初1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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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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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团队由40多名在全院精心选拔法官组成，统筹安排有相关专业的宣讲团法

官开展宣讲活动。宣讲团成立一年多来，对口开展集中宣讲活动32场次，覆盖了机

关、校园、工地、军营、贫困户等领域，普法人数超过近2万人。

从组建“普法宣讲团”深入群众讲法，到结合新法、新案和社会热点召开新闻发布

会释法、说理，再到拍摄法治微视频、微电影，汝阳县法院普法工作的“十八般武艺”得

到广大群众认可。

围绕热点案例，宣判后第一时间在微信、微博上由主审法官对判决理由进行阐

释，并就群众需要注意的事项发布提示。法官还走进电视台向公众释法说理。一年

来，发布各类典型案例60多个。

“如何规避民间借贷风险”、“未成年人的成长与保护”、“个人信息的保护”、“如

何通过自诉程序将老赖送进监狱”等，在微博直播平台上，法官们用生动的案例讲解

晦涩的法律条款，与网友互动，收到了良好的普法效果。

该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见证执行，现已采用新媒体视频直播

执行全过程25次。喜闻乐见的普法形式，引来了累计260多万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收

到了普法和震慑被执行人的双重效果。

截至目前，该院已经开设官方微博和法官个人、审判业务庭室实名认证微博25

个、官方微信和法官个人微信12个，粉丝累计超过5万，成为普法的重要前沿阵地。

突出“四个融合”建强组织堡垒

汝阳县检察院把党组织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四个融合”建设坚强的

党组织，进而促进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党建统领检察工作、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对标“五个过硬”；以党建抓常抓细抓长、队伍带精带强为主线，突出“四个

融合”锤炼党性；坚持“两学一做”经常化制度化、“主题党日”着力提高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队伍。

该院聚焦“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的要求，深入推进“党建旗帜引领工程”，

落实十大党建项目，以“四个融合”推动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坚持党建与政治工作相融合，在落实责任中锤炼党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

格落实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突出抓好“关键少数”。

坚持党建与“主题党日”相融合，在思想引领中锤炼党性。工作部署求“细”，党

建载体求“实”，党建自选动作求“活”。

坚持党建与文化建设相融合，在铸造灵魂中锤炼党性。强化精神塑造，是突出

“阵地”建设，是注重文化引领。

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合，在创先争优中锤炼党性。开展“六比六看”活动，

人人成为行家里手，个个争当业务标兵；开展“一创三争”活动，助推检察业务提档升

级；开展党建助力“三大攻坚”活动，护航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雷厉风行 扫除黑恶势力

汝阳县公安局多措并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阶段性成效。

凝聚合力，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了以一把手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从刑侦大队等

单位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扫黑除恶专业打击队，负责对黑恶势力的精准打击。

夯实责任，强化机制保障。汝阳县公安局党委全体成员与分包单位捆绑作业，每月至少4

天在基层所队工作，年度业绩与分包所队成绩排名挂钩。14个派出所长递交扫黑除恶承诺书、

禁毒承诺书，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对摸排不力、打击不力者严格责任追究。出台《汝阳县公安

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目标、任务、责任。每半月通报一次各单位工作情

况，并进行动态排名，督促各单位自我加压、履行职责。

强化宣传，强化环境保障。通过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出通告，公布举报电

话、信箱，敦促涉黑涉恶人员投案自首，鼓励群众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通过进村

入户、发放宣传资料等途径，宣传扫黑除恶政策法规，营造扫黑除恶舆论氛围。

广搜案源，强化措施保障。高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黄、赌、毒等案件、现发黑

恶案件，快侦快破，形成强势打击氛围。加大对抓获的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深

挖力度，坚持就现案挖隐案、以个案带串案，最大限度提高打击质效。

目前，该局已核查涉恶线索160条，刑事拘留涉恶犯罪嫌疑人101人，抓获涉恶

逃犯5人，判决涉恶人员5名。在洛阳市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最新阶段性排名中，汝阳

县公安局位居第一名。

加强监管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

汝阳县司法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4月3日，该局组织城关、小店等6个乡镇的115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集中点

验。点验结束后，所有服刑人员身着社会志愿者红马甲到县烈士陵园，参加以“缅怀

先烈，传承文明，认真改造，重塑人生”为主题的警示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提高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质量，汝阳县司法局根据实际情况，举办了许

多类似的教育活动。

宽严相济，教育为主。为矫正社区服刑人员违法犯罪心理，提高社区服刑人员

社会适应能力，汝阳县司法局采取多种形式关爱社区服刑人员。5月29日至30日，邀

请国学会中华义工队首席培训师、汝阳县明德书院李亚栗老师，对汝阳县部分社区服

刑人员进行国学教育讲座。李亚栗重点讲解了“孝道、不懂孝道（没有孝心）的少年在

社会生活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要做事先做人、要做人，从哪开始做”等国学精

粹，对社区服刑人员触动很大。

社区矫正中心与社会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日常教育，通过

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使服刑人员认识到所犯罪行的严重性，从心理上得到教育。

对服刑人员的违规处罚和收监执行都进一步加强，矫正对象手机定位定时更新，

使服刑人员的上线率达到100%，监管率达100%。通过各项管理手段的加强，杜绝了

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把重新犯罪率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