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高新区千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焦作市味聚美商
贸有限公司、包同凯、贺媛、纪玉凤、罗昱、王扬：本院受理
河南农开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焦作市高新区千
叶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焦作市味聚美商贸有限公司、包同
凯、贺媛、纪玉凤、罗昱、王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执26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2018)豫0191执2656号责令履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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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
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司法技术
科选定评估、拍卖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1执13、21号

河南奥威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刘清龚、郭小艳、郭晓红、李
顺平、新乡市中重停车装备有限公司、奥威斯企业（河南）有
限公司、河南中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省中小企业
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追偿权纠纷二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执13号、21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查封裁定、拍卖裁定）、限制
高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的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
（2015）郑民二初字第 33 号、34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河南中港科
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原阳县工业集聚区河南中港科技有
限公司 5#、8#、11#厂房（产权证号：原房权证新城字第
20140686、20140687、20140688号）及河南中港科技有限公司
名下的位于连接线南侧、经一路西侧、陈平路东侧土地使用
权[土地使用证号：原阳县国用（2013）字第00017号]予以评
估拍卖，并通知你们在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第七日上午10
时(节假日自动顺延)到本院技术处201房间摇号选取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该权利。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祥：本院受理原告段永岗诉你与郑州联发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占有保护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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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1059号

李海丰：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
支行诉被告李海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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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1097号

田晓军、柴毅飞：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行政区支行诉被告田晓军、柴毅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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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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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民初11042号

马一帆：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科技支
行诉被告马一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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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航、于江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
城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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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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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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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233号

陈福华：孙庆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0105民初2339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孙庆振向本院
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05执23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
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陈福华名下位于
郑州市金水区索凌路10号院5号楼2单元2层16号（不动产
权证号：1001009307）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务。限你于本公
告期满之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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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
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桑建领、轩艳艳：本院受理
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广南路支行诉你们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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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涛、王志强：本院受理原告郑州信邦商砼有限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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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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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0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尧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省国嘉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莫振辉诉你们及第三人屈元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民初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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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尧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省国嘉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莹诉你们及第三人屈元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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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雯熙: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众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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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完颜留南、宋元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众发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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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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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银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银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夏宝玉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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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106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北杰、史然然:本院受理岳高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191民初736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领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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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7月23日10

时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
豫G0000A的梅赛德斯-奔驰车FA6501唯雅诺小型普通客
车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auction.
jd. com/ courtProductList. html?vendorld=641005,户名:河南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冠辉实业有限公司、王伟、毛军：张天智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4667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还款义务，权利人张天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
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执14224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
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毛军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七
路29号1号楼1单元4号（不动产权证号：0601074011）房产
一套用于清偿债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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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评估、
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
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峰岗、路恩玲、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岳江峰申请
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7）豫 01 民终 14841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岳江峰向
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2018）豫0105执6140号执行裁
定书将路恩玲名下位于荥阳市广武镇广贾路东侧、广古路
北侧清华·忆江南五期9区36号楼3单元3层305号房产（预
告登记证明号1409091679）予以查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豫0105执614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
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
们自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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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培培：本院受理原告高现祥、王青梅诉河南裕达律师事务
所和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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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鉴定申请书及质证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审判庭公开质证，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原告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书。自质证期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选择确定鉴定机构，逾期我
院将于当日依法按程序确定鉴定机构。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正大世纪城市广场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谢世
武、赵永志、王江东、何红昇诉你及被告河南广鸿实业有限
公司、郑州市鸿成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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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亚丽：本院受理原告吴立新诉被告陈亚丽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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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会杰：本院受理原告刘娜诉被告刘会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4522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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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南楼412室进行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锋、王建峰：王玉立诉王志锋、王建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15）金民二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
权利人王玉立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105 执 6638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评估、拍卖王建峰名下位于金水区经三路北 65 号江
山公寓 11 层西 3 号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务。另责令你们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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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弓永建、张睿、阮秋红：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春阳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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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105民初35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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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方、阮秋红、河南天冉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刘
春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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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35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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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爱民：本院受理原告宋大鹏诉被告石爱民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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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彦：王瑞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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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恢1069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令财产令、限制消费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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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金
民三初字第 2262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将依法对马彦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东泰康路北二
七路东 2 号楼-1 层 103（合同号 06071875）房产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
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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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王俊涛：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高屋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华、王俊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242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东南楼 40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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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沙涛：本院受理原告郑州东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沙涛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104民初2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欠款911909.63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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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猛猛：本案在执行王慧慧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何猛猛、王萌
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过程中，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了执行通
知书，并裁定查封你名下位于龙湖镇龙泊南路北魏庄村土
地东北卡·风情二期 28 号楼 1 单元 6 层 602 房屋（合同号：
15001116101）房产；位于龙湖镇龙泊南路北魏庄村土地东北
卡·风情二期 28 号楼 1 单元 10 层 1002 房屋（合同号：
15001116021）房产。责令你和上述房屋内居住人员于2018
年7月16日之前迁出，到期仍不迁出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室内留存物品，本院将连同房产一并予以评估、拍卖。
由此产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肖：本院在执行王磊、李枭杰申请执行陈银芝、徐伟力、李
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了执行通知书，
并裁定查封你名下位于薛店镇解放路西、规划货栈街南润
丰·新 尚 C 区 3 号 楼 3 单 元 11 层 1104 房 屋（合 同 号 ：
16001521393）。责令你和上述房屋内居住人员于2018年7
月16日之前迁出，到期仍不迁出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室内留存物品，本院将连同房产一并予以评估、拍卖。由此
产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由你个人承担。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口盛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斌诉被告宋
云霄借款纠纷一案，现通知你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
讼，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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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邓小团、韩娟娟：本院受理原告任小武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
0882民初2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第一中心法庭（王曲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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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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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亚南：本院受理原告买哲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要求你偿还本金壹拾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利率为2.5%计
算，其中2万元从2017年1月25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4
万元从2017年3月26日至付清之日止，4万元从2017年5月
22日至付清之日止）。自共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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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幸福：本院受理原告徐秀敏、王媛媛诉你共有权确认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确认你名下的位于沁阳市怀府花园的一套房产
归二原告与你共有，各占房产的三分之一。自共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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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亚南、魏志刚、王长征：本院受理原告杨伟峰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们三人连带偿还借款50000
元。自共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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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沁阳市联盟建安有限公司、河南省福春源置业有限公司、张
立杰、刘艺媛、刘大厦：本院受理原告沁阳市诚信担保有限
公司诉刘明柱、沁阳市联盟砼业有限公司、王付芝、徐亚玲
和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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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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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革新、范艳芳：本院受理原告孟州射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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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一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战平、焦作市盛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州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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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利明：本院受理原告李松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成：本院受理原告庞发平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11民初71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308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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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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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明生、张芳芳：本院受理原告郭艳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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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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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明生、张芳芳：本院受理原告和良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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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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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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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明生、张芳芳：本院受理原告孔令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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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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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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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有来：本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豫 0811 民
初 2938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了江艳丽申请执行郭有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
费令，并对郭有来所有的位于焦作市山阳区站前路 1739
号远大未来小区 16 号楼 1 单元 501 号房产进行评估、拍
卖，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內到本院执行局 709 办
公室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
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 9 时，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公楼 309 室参
加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
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
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
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双银:本院受理原告刘付江诉被告你、邵延延、张玉旺、卢
玉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付江不服
（2017）豫1702民初505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向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丽：本院受理原告余保成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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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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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十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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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珩：本院受理原告王向成诉被告徐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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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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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志平：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山诉被告杨志平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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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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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乐：本院受理原告宋洪福诉被告王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九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春君：本院受理原告赵现荣诉被告刘春君、李霁虹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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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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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奔宝皮件有限公司、鲁山县德发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及河南德意
家纺织有限公司、段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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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411民初8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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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慧兰：本院受理原告李学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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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日期为
答辩期满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公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2民初5433号

宋亚彬：本院受理原告牛淑珍、赵福林诉你与赵丹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02民初543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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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楠：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兴华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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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传红、郭单单、刘献中 、张新伟：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新华区兴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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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存金、陈少兰、胡旭方 、郑钢：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
区兴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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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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