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位利霞：本院受理原告朱文笑等二人诉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岷庆：本院受理原告郑海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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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店东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何明杰：本院受理滑县众发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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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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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道口惠万家副食商行、刘国然：本院受理原告郑永飞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 0526 民初 5536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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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
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道口惠万家副食商行、刘国然：本院受理原告李新民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526民初5537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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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
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滑县道口惠万家副食商行、刘国然：本院受理原告任玉孟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526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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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
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元成
诉你单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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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3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中良:本院受理原告杨林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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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红彦:本院受理原告张永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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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6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涛:本院受理原告翟振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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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学文、曹建新: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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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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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会涛：本院受理原告张红印诉你董会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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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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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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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超人劳动保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拓昕服饰
有限公司、张同珍、张利萍:本院受理原告左振刚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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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定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伟只:本院受理原告高忠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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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超人劳动保护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张同珍:本院受理
原告胡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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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_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旭: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建国诉被上诉人常伏印、郭旭案外
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民终18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广明、王振、杨燕海、申建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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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书吉、邓广增、邓会峰: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桂林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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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8日上午
9时30分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长海、侯成林: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临淇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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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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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8年
10月22日上午10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建锋、李林桓、靳成学、靳东东: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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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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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
2018年10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5）文法执字第146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于2018

年8月21日10时至22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
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韩冰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东路德昌
商住楼1号楼1单元9层西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 安阳市
房权证文峰区字第 00003731 号 建筑面积 125.59m2 地号
7-5-293-0114）一套。依据同德评报字第【2018】第 020 资
产评估报告书 依法确定起拍价658090元 保证金5万元，增
价幅度 2000 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应缴的税
费及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法律 法规等由
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负
责缴的部分 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款
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到相关单位查询。
中国境内外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
均可参加竞买。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
竞买。展示时间：2018年7月19日至8月20日。展示地点：
房 屋 所 在 地 。 咨 询 电 话 0372-2097433、监 督 电 话
0372-2097349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建峰诉申需要、河南省鲁阳公酒业有限

公司、李小江、孔祥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于2018年8
月13日上午10时至2018年8月14日上午10时依法对河南
省鲁阳公酒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平安大道四矿
路交叉口义乌国际商贸城B 座的商铺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75/07）。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
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
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底价、拍卖时
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
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杨小
勇、联系电话：0375-2863683。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阁：本院受理原告张召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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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421民初
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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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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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平：本院受理张慧丽诉你、牛江红、李现坡确认合同效
力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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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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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丽平：本院受理牛江红、李现坡诉张慧丽，以你为第三人
的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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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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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钰坤、平顶山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华坤置业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岚与被告孙钰坤、平顶山华坤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华坤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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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追加被告申请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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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卫东区法院418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书明：本院受理崔良辰、闫国红、娄安元、周全中诉你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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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书明：本院受理韩玉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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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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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延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孟州农场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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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福生、郭雪红：本院受理原告胡进忠与被告张福生、郭雪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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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
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2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绍红、陈翠萍：本院受理原告杨同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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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爱红：本院受理原告余海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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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九利：本院受理原告邓冰冰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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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823
民初5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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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星、刘卫果：本院受理原告孟凡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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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民初3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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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星、刘卫果：本院受理原告荆全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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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民初
4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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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巴仁义、慕停停：本院受理原告张玉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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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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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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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海龙、谢桂杰、驻马店市龙昊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青
员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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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民再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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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海龙、谢桂杰、驻马店市龙昊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来
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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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民再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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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扬州奢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开封宾馆与扬州奢凡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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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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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景兰：本院受理原告张瑞萍诉潘景兰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
和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冬:本院受理原告王党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告知书、(2018)豫 0204 民初 860 号民事裁定书、(2018) 豫
0204 民初86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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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五星、邵景云:本院受理原告司琦诉被告张五星、邵景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203 民初
1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张五星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偿还原告司琦借款本金930000元及
违约金(自2015年1月13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每日500元计
算).二、驳回原告司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
元、公告费，由被告张五星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帅：本院受理原告姚广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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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方海侠诉你及李敏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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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你们立即退还投资款
250000元及工资；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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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1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涛、李寸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宏伟诉二被告李海涛、李
寸平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0728民初1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
内来本院樊相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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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李根：本院受理原告顿浩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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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3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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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合成：本院受理原告梁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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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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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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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4001号

翟保怀、武桂香：原告赵可成、吕大梅诉你们劳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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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3752号

河南海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田恪东诉你单位与田志
峰、濮阳市广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龙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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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5）华法执字第3058号

朱守卫：本院受理陈荣霞申请执行朱守卫、朱晓辉、杜魁军
合同纠纷一案，（2015）华法民初字第4286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现公告如下，评估拍卖被执行人朱守卫名下的位于谢东小
区42栋1单元4楼七号，房产证号为2013-1366的房产。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臣飞：本院受理原告李京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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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登海、王月英、赵建设、赵显顺、许爱珍、高梅燕:本院受理
范县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926民初9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来本院杨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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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魏海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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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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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法庭（胡状乡政府院内）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占强：本院受理上诉人凌文强诉被上诉人李正兵、张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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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终30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311执1472号

郭社军：本院受理潘艾芳申请执行郭社军、昌灿红、马文涛、

昌灿哲、湖北山江重工有限公司、郭社星、洛阳奥巴车辆科
技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未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对你的位于洛阳市汝阳县富
凯天下城南栋 2 号楼 1 单元 1003 号房产一套（预售编号：
YS0004816）房产进行了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深圳市
国房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书》，上述房
产评估价为51.32万元，变现价值为41.06万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司马万朝：本院受理原告陈立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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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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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景华、郑华、梅广：本院受理原告杜新庆诉你们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豫0311民初542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李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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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红涛：本院受理原告崔雪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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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小荣、张铁旦、张桂林：本院受理原告付广军诉你及王厚
文为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0305民初3768号民事判决：驳回付广军的
诉讼请求；受理费100元由付广军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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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
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付广军已提起上诉：请求撤销
（2017）豫0305民初3768号民事判决，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之
间的房屋买卖行为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库智勇：本院受理原告李平平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案，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05 民
初 4508 号民事判决：被告库智勇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向原告李平平返还借款 245000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确
认的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李平平支付自 2017
年 5 月 17 日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驳回原告李
平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则应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975 元，由被告库智勇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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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亚来：我院受理原告李海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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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自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辩状，举证
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
日九时（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届时你若不按时参加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治鹏：我院受理原告亓战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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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限你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逾期则视为送达。自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答
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届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第三日9时（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届时你若不按时参加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华伟：关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刘艳利申请执行被执行
人王华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位于涧西区南昌
路12号街坊2-302号房产价值移送我院技术科，依法进行
司法评估。现公告送达告知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
告财产令、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司法鉴定对外委托
告知书及相关事宜，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限你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于公告期满后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到本院 428 室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估机构及相
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的进行。公
告期满后第15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同本院执行局
及技术科、申请执行人、房产评估机构，共同对上述房产进
行现场实地勘察。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时贤康：关于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王少云申请执行时贤康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涧西区龙鳞路以东孙石公
路以南周山新城经济适用房6幢1-1605房产价值移送我院
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估。现公告送达告知执行通知书、
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司法
鉴定对外委托告知书及相关事宜，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限你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于公告期满后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428室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估
机构及相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
行。公告期满后第15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同本院
执行局及技术科、申请执行人、房产评估机构，共同对上述
房产进行现场实地勘察。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峰：本院受理原告王兆闯诉被告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28民初748号和（2018）豫0328民初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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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延峰：本院受理李战军诉你、郭冬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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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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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宜阳锦发建材有限公司、吴铁红：本院受理原告乔留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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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如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宜阳县人民法院二号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美生：本院受理的平舆县华嘉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河南
省佰利丰鞋材有限公司、张峰、张美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23民初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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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佰利丰鞋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平舆县华嘉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诉河南省佰利丰鞋材有限公司、张峰、张美生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723民初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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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峰：本院受理的平舆县华嘉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河南省
佰利丰鞋材有限公司、张峰、张美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23民初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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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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