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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6271号

李学利：郭秀兰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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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1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公告
期满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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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绅辰：本院受理原告弓永建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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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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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415室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执15092号

周彩叶:关于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申请执
行周彩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作出具有
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2016)郑黄证民字第28383号公证
书及(2017)郑黄证执字第00308号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由于你未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权利
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于2017年12月
21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17)豫0105执1509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
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对周彩叶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北段丰乐花
苑 2 号楼东 3 单元 42 号(产权证号:0801019319)的房产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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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买卖及后续执行款发放等执行过程中
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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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应龙：本院受理张宇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191执1235-3号执行裁定书、豫
远志评字[2018]FB-064 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2016）
豫0191执1235号评估报告异议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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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履行义务，本院将依法
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91执1711号

刘利娟：关于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南金
鸣纸业有限公司、刘富业、刘利娟、刘品磊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191执1711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豫0191执1711号执行裁定书(查
封）及拍卖裁定，被执行人刘利娟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国
基路168号院塞纳维斯区块二区27号楼2单元5层19号房
产(不动产权证号: 1301010110) 一套，及择日到庭选择评估
机构通知书，责令你于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
的( 2016)豫0191民初1302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若
逾期未履行，则于公告期满之日起5日内到庭选择评估机
构，公告之日起60日期满视为送达。逾期既未履行又未到
庭，视为自动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琳玉、刘熙崇、董智慧、郑州蔡伦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执2027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查封)、责令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
书(拍卖)。(2018)豫0191执2027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
人刘琳玉、刘熙崇名下所共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索凌路8
号 B12 号楼东 1 单元 2 层东户房产一套(房权证号为:
0801067920)。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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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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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3民初142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东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鲁水全、刘华：本院对原告郑
州市二七区坤坤食品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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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 民初
51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6办公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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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东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鲁水全、刘华:本院对原告郑州
市二七区嘉仕龙麻氏食品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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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民
初5112号民事判决书，白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6办
公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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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东顺货运有限责任公司、鲁水全、刘华:本院对原告郑州
市二七区张氏华益食品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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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民初
51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506办公
室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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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书杰、刘新民：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郑州市市郊农村信
用社合作联社侯寨信用社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周书杰、刘新
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7）豫0103民初53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3执1567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2018）豫0103执1567号执
行裁定书和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你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你逾期未自动履行
义务，本院定于逾期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
评估机构，本院决定对周书杰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建业
路建业城市花园 83 号楼东 2 单元 6 层西 B 号（不动产权证
号：0701046292）的房产进行委托评估，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
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和对评估结果放弃异议的权利，评估
报告我院不在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民终1542号

三门峡益铭矿产品有限公司、孙保国:本院受理上诉人宋瑞
与被上诉人刘占春、三门峡益铭矿产品有限公司、孙保国、
三门峡金信机械有限公司、张金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永兴：本院受理原告新郑市龙湖镇友情涂料商行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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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8月12日10时至2018年8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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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河南君启起重设备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
民权县南外环路产业集聚区兴业大道中段南侧工业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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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77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永建：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105
民初35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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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春科、郑爱花、程占胜、郑州三六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人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程春科、郑爱花、
程占胜、郑州三六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十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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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超、杨静：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万利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767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北楼5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份，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据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大商新世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金辉印刷
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4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
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欠款26500元及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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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人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恒控电器
技术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978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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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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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卫勇、沈永霞、刘汉席、朱宗英、杨益华：聂金梅申请执行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豫0105执1421号，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1421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本院已依法
查封朱宗英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商都路8号东1单元16层1606
号（不动产权证号：1401045037)的房产，现责令你于本裁定生
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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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国华：本院受理原告徐磊诉被告韩珺、程国华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2018）豫0105财保124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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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
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循：本院受理原告朱笛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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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秀珍、刘前进：本院受理原告翟朝阳诉被告毛娇芳、第三人
武秀珍、刘前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15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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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利勇、李金根、李战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市市郊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柳林信用社诉被告李利勇、李金根、李战军、李红
彬、张彦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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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思特奇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霍海刚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1
民初8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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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卓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张英武：本院受理原告贺卫生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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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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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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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春伟：本院受理原告陈慧娟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191民初
155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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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玲子:：本院受理原告黄友库诉你及王宏伟、侯喜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91
民初1530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
区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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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家明、邢安泰：本院受理原告马远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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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豫0191民初
8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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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金领、薛文全:本院受理原告翟书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案号(2018)豫0191 民初1085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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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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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康洁洗涤有限公司、吉浦钧:本院受理原告王春花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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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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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文文、张省、李大霞：本院受理原告李增峰、李建梁诉被告
田文文、张省、第三人李大霞婚约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4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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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执4434号

赵世耀：贺海宾与安阳市文峰区富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河
南省中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5）金民祭初字第1807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因安阳市文峰区富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河南省中
小企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
务，权利人贺海宾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理。在执
行过程中，担保人赵世耀以其本人及其名下的房产为执行
提供担保，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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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你
名下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迎宾大道富都花园富都阁6楼F
座（权证号码：1665333）的房产用于清偿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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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民：本院受理原告李新民诉你、驻马店市高新区金旺食
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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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起超、姚群英、驻马店市腾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陈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702 民初 9912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香山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河
南省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明振：本院受理原告毛松伟与你、陈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7 民终
1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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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漫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代银中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
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强：本院受理原告王青松诉你及王利丽农村建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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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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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慧娟：本院受理原告刘超锋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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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薛店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富梅：本院受理原告高福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另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观音
寺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富梅：本院受理原告毛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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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另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观音
寺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富梅：本院受理原告刘花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另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观音
寺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司秀勤：本院受理原告杨现洲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1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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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栗靖旗：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平诉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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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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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满歌、卫青鹏：本院受理原告张福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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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涛涛：本院受理原告闪小生诉你、买二涛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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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设：本院审理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0811民初4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解除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
王建设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
同编号：HNJZYS00065255）；二、被告王建设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
理撤销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三、
驳回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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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海兴：本院审理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
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0811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解除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薛海
兴于2016年4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
HNJZYS00064527）；二、被告薛海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协助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撤销涉案
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三、驳回原告河
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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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彰：本院审理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的（2018）豫0811民初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解除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张
彰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
号：HNJZYS00062050）；二、被告张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协助原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撤销
涉案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网签、备案手续；三、驳回原
告河南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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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兵、陈杰、寇霞、王会馨、冯军朝、秦烁、崔政、胡洪涛：本
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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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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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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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岳阳、卢继红、赵龙、魏娜、卢继忠：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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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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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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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建伟、孙丽娜：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侯庆东、王大勇、李艳玲、李环、王小勇及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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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
后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四个工作
日下午3时30分在本院第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兰桂气流纺有限公司、焦作市亚琪电器有限责任公
司、赵功文、张国庆、张仙鹏、许秀琴：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
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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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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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斌、贾晓琳、贺保民、朱丽娜、代贵生：本院受理原告焦作
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李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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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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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下午3
时30分在本院第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晖：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李
德才、郝小妞、侯素、侯建国、侯素珍、张小玲及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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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四个工作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八斤、刘银花、刘明利、刘超、杨艳红、江兰廷：本院受理原
告焦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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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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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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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保军、司菊平、卫华、张小红、王新芳、张永：本院受理原告
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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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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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春喜、吴明珍、闫满菊、安战利、毋海霞：本院受理原告焦
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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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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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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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梅英、洪超、吕献民、杨庆钊、陈利战、周海军：本院受理原
告焦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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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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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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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建田、浮伟、孟祥泰、郭平、芦小坡、张超、张水利：本院受
理原告焦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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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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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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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永国、姜随群、杨瑞华、王进才、牛玉环：本院受理原告焦
作市山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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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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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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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大三元酒店有限公司、徐小勇、徐艳丽、张建华、李蕊：
本院审理上诉人许昌市恒鋆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徐小
方、陈非非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 10 民终 1180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8）豫
10民终118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金保健：本院审理上诉人崔龙英、被上诉人张书芝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民
终1114号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福有、蔡伟伟、禹州市福荣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审理上诉人
禹州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宋宏璞及你们案外人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民终1131号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