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宏超：本院受理原告王英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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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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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迎周：本院受理原告代军伟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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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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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帅：本院受理滑县小鸡蹦酒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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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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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海军、韩保兵、韩东方、崔艳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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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81 民初 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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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付增、林州市源茂牧业有限公司、刘爱平、郝秀娟：本院受理
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原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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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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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晓亮、河南京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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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2号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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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
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涛涛：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叶县支行诉
被告郭涛涛借款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的有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幸菊、关铁军、关飞、孙玉青：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依法判
令被告朱幸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5467.22 元、利息
14841.38元（利息含期内利息及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
年3月6日），及从2018年3月7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借款
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的罚息、复利；2.判令被告关铁军、
关飞、孙玉青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被告朱幸菊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实
现债权的所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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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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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万安山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河南恒聚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高会民诉原审原告郭现卫、原审被告徐艳
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2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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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深蓝远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王涛：本院受理上诉人华
丽萍诉原审被告高芦云、张建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 民终
3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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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刚：本院受理上诉人高兵科诉原审原告张东立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民终302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明阳、上海蓬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肖兵：本院受理原告
王芳芳诉被告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 0328 民初 954 号一案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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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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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贾敬涛、蒋伟：本院受理上诉人偃师市沃野农资服务有限公
司与被上诉人李治强、郭全晓、上海生农生化制品有限公
司、如东众意化工有限公司及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3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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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银龙、洛阳市丰硕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沈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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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民初3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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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爱平、冯留君：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诉你们及被告洛阳宝龙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11民初4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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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庚戌、洛阳市惠平建材有限公司、李军、刘麦芹：本院受理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及被告杨洁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豫0311民初4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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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森、姜竹英、河南明鑫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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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11民
初4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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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冰茹、洛阳升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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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11民初4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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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治峰、刘金凤、洛阳升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及被告张冲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0311民初4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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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东、李瑶丽：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诉你们及被告洛阳天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豫0311民初4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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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少伟、洛阳升龙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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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11民初4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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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扩赠品玩具（洛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49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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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青云、蔡继红、蔡伟召、陈军歌：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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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11民初4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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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燕燕、孙云波、贺兰兰：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众山伟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洛阳恒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王应科、
李松芹、赵国营、王文彩：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万宝星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雷正山、付荞羽：原
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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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宏超冶金粉末有限公司、巩义市宏达冶金材料有限公
司、河南富喜鸟服饰有限公司、王红超、吕晓俊、贺延平：原
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河南宏超冶金粉末有
限公司、郑州华宇高炉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及你们借款担保
纠纷一案本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
（2018）豫民终53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5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贵远：本院受理原告厦门泉舜集团洛阳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 0311 民初 11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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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国：本院受理李国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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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沈君伟：本院受理上诉人翟胜斌与被上诉人洛阳市洛龙区
航局租赁站及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2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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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晶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工商联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作出（2018）豫0311民初
3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洛阳晶峰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借款本金 4949909 元及展期内利息
68201.39元共计5018110.39元；二、被告洛阳晶峰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截止到 2015 年 5 月 25 日的罚息
3354.17元；三、被告洛阳晶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行借款本金4949909元的罚息（罚息自2015年5月26日起按
照年利率12.075%的标准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止）；四、被告洛阳市工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
第一、二、三项判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942元，由被告洛阳晶
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工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共
同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30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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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英德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天源化工有限
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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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董伟丽与被执行人杨海霞、丁

国伟一案中，将于2018年8月27日10时至2018年8月2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开
拍卖执行人杨海霞名下的豫A556GX海马牌小型轿车一辆，
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田法官，咨询电话：0371-23809875。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留杰（411082198612096057）：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龙
置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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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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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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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10时至201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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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岑西林名下位于杞县城关镇陶庄东
路五胡同25号【土地证号：（2003）杞国土字175号】房产。现
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赵法官，咨询电话：0371-23809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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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

10时至2018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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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开封市世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开封市北门大街以东、豆芽街以北（在建工程2号楼
及3号楼，3号楼西部，以3号楼设计图纸伸缩缝为界）的房
地产。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赵法官。 咨询电话：
0371-23809839。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
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国平：本院受理原告周随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2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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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在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开封市开元华庭G2号楼1单元10层1002号住宅房产公开
拍卖。该房产建筑面积155.65平方米，评估价150.19万元，
起拍价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价30%为109万元。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万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必珍、张国、张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无法与你取得
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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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杰：本院受理原告叶万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11 民初
1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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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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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高压阀门铸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开封市中信源正
无损检测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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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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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军、谢素均：本院受理薛晓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的主要诉请：二被告支付原告借款50000元、利息18000元
（利息暂计算至2018年5月11日，下余利息按月息2%计算
至实际归还日止）。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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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振生：本院受理的薛志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正常方式向你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203执40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化电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开封市泰信
商务宾馆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公司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正常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2018)豫0203执317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执行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限你公司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晓明：本院受理原告赵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1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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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7000元及按照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从借款之日至还款之日止支付利息；2.诉讼费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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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洪林、王建星：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鲁
河信用社诉被告刘洪林、王建星、陈付增、靳风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鲁河信用社
诉请依法判令被告刘洪林偿还借款本金 90，000 元及利息
16917.75 元（自 2017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4 月 25 日），自
2018年4月26日至借款偿清之日止利息按照15.45‰计算，
由被告靳风海、王建星、陈付增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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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审
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永杰、张德昌：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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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利飞：本院受理李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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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928民初2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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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东峰：本院受理娄九英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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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少飞：原告李瑞锋诉你与程彦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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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来海山：本院受理原告刘培俊诉你不当得利纠纷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8 民初 245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我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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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多钦、翟凤霞、张俊英：本院受理的原告韩变次诉你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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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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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
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恒盛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陈绿珂、乔保亮、董东
鹤、王小华: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财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宣判后，张松民不服一审判决
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张松民的民事上诉状。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递交上诉答辩状期间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8年9月1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
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杨
霞所有的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主路北凯旋路东,东方宾馆
6号综合楼1层101铺、2层南部房产；被执行人李华成所有
的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食品街远地区粮食局服务公司2层商
业用途房产。 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
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436.JaSrit)。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跃军：本院受理原告耿会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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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3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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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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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号

郭海龙：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成诉被告郭海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711民
初81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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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陶小九：本院受理原告高红丽、冯二峰（锋）、高玉（义）得与
你及被告范占立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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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
定意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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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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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程永生：本院受理原告张文亮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84民初57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湖中心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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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书会：本院受理原告苏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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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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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启行：本院受理原告杨恽芳诉你、贾鑫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203
民初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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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国：本院受理原告佑旗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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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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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汝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薛曼：上诉人李军就(2018)豫020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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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欣洁：本院受理原告陈震诉被告陈欣洁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03民初39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被告陈欣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陈震借款25000元。案件受理费213元、公告
费，由被告陈欣洁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东云：本院受理尚号宾（又名号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
3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参：本院受理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
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定于2018年10月30日15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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