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郎现坤、李长利、朱春艳、朱艳艳：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四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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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鲁山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郎现坤偿还原
告借款本金25万元和2015年4月19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
息(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罚息利率计付)；二、判令被告陶
道军、郭永生、李长利、朱春艳、朱艳艳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辫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
假日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在鲁山县人民法院昭平湖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康新志诉被告林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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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康新志起诉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清偿原
告借款180000元及利息100000元，以后到实际还款之日止
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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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王德意诉被告林木、宁国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林木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王德意起诉请求：一依法
判决被告林木偿还剩余借款50000元及利息(月利率按3%，
自 2016 年 1 月份至还款之日止)，利息暂计算为 39000 元；
二、被告宁国安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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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张刚正、李保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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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张刚正、李保祥起诉请求：一、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本金140000元及利息81200元(利率按照月息
2%，从 2015 年 9 月 27 日计算至 2018 年 2 月 27 日计算)共计
2212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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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苏继峰、张刚正、吴富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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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苏继峰、张刚正、吴富起诉请
求：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200000 元及利息 116000 元
(利率按照月息2%，从2015年9月8日计算至2018年2月8
日计算)共计316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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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新中豫置业（河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国基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新中豫置业（河南）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位地址不详，用其他方法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5民初100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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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益升：本院受理原告吴国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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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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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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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文听：本院受理原告郭云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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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201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汝南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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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志文：本院受理原告刘红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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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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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保国：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周诉你、李金圈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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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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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保国：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周诉你、李麦朵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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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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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
处：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祖友与被上诉人中航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欠款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后的第三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华保：本院受理原告杨看看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26民初
1046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偿还欠原告杨看看工程款 57900
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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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丽、叶峰：本院受理原告刘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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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民初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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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峰：本院受理的黄春山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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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02民初3865-3号

李涛、袁德华：本院受理原告李凤梅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02民初386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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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份，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6号

王新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王新鹏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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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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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3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4号

申冲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申冲飞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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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
午4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7号

刘绍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刘绍绍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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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10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5号

黄卫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黄卫东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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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
午5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8号

常爱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常爱芳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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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8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7月24日10时至2018年09月24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北侧，泰山路西
侧中州金秋乐园联排别墅 BB 号楼 1-3 层 04 房产 [房产证
号：1401019673号]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
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267号之一

刘洋：本院受理原告唐军艳与被告刘洋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唐军艳要求你返还租金23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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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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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齐卓、赵冬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向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
6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
原告借款2万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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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
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罗小毛：本院受理原告成联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600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借
款1万元。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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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利彬:本院受理原告刘巧玲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851号民事裁定书、应诉
通知书、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房屋租赁费用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
5月10日期间租赁费共计:11538元;2、判令被告从原告房屋
中搬出并使房屋恢复原样;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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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楚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郭茂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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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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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克功、周秉军:本院受理河南省石油化工供销总公司特殊
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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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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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徐宝剑、刘俊芳与季志涛、开封市惠利达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46 条第 l 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委托有关
中介机构对被执行人开封市惠利达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共计 6 套房产进行评估、拍
卖。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开封市惠利达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两套房产公开
拍卖。房屋信息如下：一、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4号楼1单
元 2 层 东 户（房 屋 编 号 ：2012085000459），评 估 价 格
562875.00 元，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低 30%为 394012.05
元。二、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4号楼1单元6层西户（房屋
编号：2012085000468），评估价816855.00元，在评估价的基
础上降低 30%为 571798.50 元。三、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 4
号楼 2 单元 5 层西户（房屋编号：2012085000478），评估价
562875 元，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低 30%为 394012.5 元。
四、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 4 号楼 2 单元 2 层西户（房屋编
号：2012085000472），评估价562875 元，在评估价的基础上
降低30%为394012.5元。五、开封市金都雅苑小区3号楼1
单元 5 层西户（房屋编号：2012085000446），评估价 821925
元，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低 30%为 575347.5 元。六、开封

市 金 都 雅 苑 小 区 3 号 楼 2 单 元 2 层 西 户（房 屋 编 号 ：
2012085000450），评估价 566352 元，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
低 30%为 396446.4 元。有意者可登录淘宝网司法拍网址
参加竞买。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小现：本院受理原告张玉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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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211民初3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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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8月6日10时

至2018年8月7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公开拍卖信阳市浉河区统一街东方京城B区10号楼-1
层-101号、1层102号、2层202号非住宅用房房地产。起拍
价：5376.0099 万元，保证金：300 万元，加价幅度：10 万元。
联系电话：0376-6360417。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浩：本院受理原告宋志望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03民初1439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刘浩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偿还原告宋志望装修款1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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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二英：本院受理原告崔新喜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
1181号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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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世杰、王艳青：本院受理原告张华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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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2民初1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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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判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勇跃：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本院于2018年6月29
日做出（2018）豫0422民初814、81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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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会宇：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本院于2018年6月29
日做出（2018）豫0422民初808、812、81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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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会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三案，本院于2018年6月29
日做出（2018）豫0422民初808、812、81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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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21民特2号

本院于 2018 年 6 月 8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胡恒研、胡恒
硕、胡金城、张焕申请宣告杨豪利失踪一案。申请人胡恒
研、胡恒硕、胡金城、张焕称，被申请人杨豪利于2015年6月
份离家出走，申请人及家属多方寻找一直无消息，至今将近
3年仍然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杨豪利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
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杨豪利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杨豪利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
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杨豪利情况，向本院报告。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志平：本院受理原告吕双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702民初1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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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564号之一

李潘：本院受理原告马玉祥与被告李潘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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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钜桥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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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阳超：本院受理原告李坤艮诉被告李阳超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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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六号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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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东田：本院受理原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诉周东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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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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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杰、吕可鸣：本院受理原告何自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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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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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华法执字第2912号

孙宪民：本院受理闫凤菊申请执行孙宪民、孙仪印、赵兰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5）华法民初字第569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依法向你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及相关法
律文书，因你至今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本院依法
委托河南云飞评估有限公司将你名下位于濮阳市辖区中原
路路北、历山路路西138-06-020-3-07（美景嘉园小区20幢
3单元7号）房产（车库）予以评估。经评估，该房产市场价值
为 21 万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房产予以拍卖。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万华：本院受理原告朱建行、朱建良、刘万良、刘军立、刘
军雨、刘江伟、朱建要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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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斌(公民身份证号410901196202212714)：本院受理原告
陈秀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中原法庭3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士军、宋义锋：本院受理原告李焕奇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上诉人李焕奇就（2018）豫0922民初1319号民事判
决书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洛阳美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李莹诉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
令被告洛阳正大置业有限公司1.立即赔偿因房屋漏水给原
告已造成经济损失共48406.4元（2018年1月1日前），具体
内容附清单；2.限期内对房屋内地暖、上下水管、外墙保温等
有可能引起房屋漏水地方重新铺设；3.承担房屋重新装修所
需的人工费、材料费，具体数额以实际产生为准；4.限期内未
修复完成，原告新产生的物业费由其承担，房屋租赁费3倍
赔偿，另行支付给原告；5.对原告房屋承担自修复之日起5
年的质量保证责任；二、判令被告洛阳美颂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1.对房屋进行重新装修，同时装修方案应经原告同意并由
原告全程监督装修；三、判令本案一切诉讼费由被告共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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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德运：本院受理原告陈西来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6民初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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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欢：本院受理张炳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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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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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尚普：本院受理张粉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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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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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灿、林尾凤：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
请人魏爱丽申请执行徐建灿、林尾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对本院查封被执行人徐建灿、林尾凤名下共有的位于
洛阳市西工区建福路东侧洛阳天成一品A6地块3幢1-1901
号（他项权证号：洛房预市字第00170624号）房产的市场价
值及变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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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于2018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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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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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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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卫永贞：本院受理原告宋新峰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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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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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新鸿源科贸有限公司、李峥峥、刘红杰、北京筑基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贾新平诉被告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8民初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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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鑫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为国诉你公司房
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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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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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鑫基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保欣诉你公司房
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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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冰意：本院受理原告李志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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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莲庄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丰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周军军：本院受理原告刘
春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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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跃强：本院受理原告于少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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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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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莲庄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翱梁、郭栋梁、李卡、王迎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郭翱梁、郭栋梁、李卡、王迎辉为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11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古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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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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