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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利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喻波诉被告
河南利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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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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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春、李宏伟、周国良：关于王启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金民一初字第4028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杨海春、李宏伟、周国良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王启明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
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执 11203 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限制高
消费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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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履行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评估、拍卖宋占良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郊区东郊乡
聂村（安郊房私字第：0025148）和崔少军名下位于安阳市文
峰区东关街道办事处平原路王村新四村1号楼1单元4层西
（产权证号：0200001294）的房屋用于清偿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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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20940号

贾子钰、王德龙：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红丽诉被告贾子钰、王
德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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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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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民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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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新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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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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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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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继、河南国控小微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云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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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民初5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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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继、河南国控小微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云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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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民初5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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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大赢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
燕舞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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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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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义：本院受理原告宋莉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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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瑶：本院受理原告海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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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民初315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至河南省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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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次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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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海荣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燕国中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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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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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海荣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顺章
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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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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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婷：本院受理原告朱长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191 民初4485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庭领上述文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次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
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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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本院受理原告海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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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民初449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郑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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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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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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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青云：本院受理原告朱孟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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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民初760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至河南省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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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
达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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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红霞、丁永红：本院受理原告郑付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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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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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涛：本院受理原告朱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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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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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风：本院受理原告徐开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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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亚松贸易有限公司、郑州华林浆纸有限公司、吴红卫、
秦海香、李红波、刘伟伟：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天健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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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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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送达地
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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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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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立旺、张秋叶：本院受理原告张百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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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民初8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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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擎天律师事务所、李奎生：本院受理原告张百礼诉被告
河南擎天律师事务所、李奎生、职麦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张百礼就(2018)豫0108民初1448号民
事裁定书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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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擎天律师事务所、李奎生：本院受理原告张百礼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108民初1448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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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翔、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秀敏
诉被告王俊翔、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86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
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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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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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海军：本院受理原告秦喜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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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平华：本院受理王丙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29 民初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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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自广、敬会玲：本院受理原告尚振余诉被告朱自广、敬会
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 豫0728民初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方里法庭二团队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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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立国：本院受理原告平舆县安佑饲料有限公司诉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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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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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8年11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二拍）
我院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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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址：http// sf.taobao.
com。户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河南省汝南县
产业集聚区汝南县中天阳光门业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
房屋建筑物、地上附属物。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
电话：0396-2168068，王法官。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9月14日10时至2018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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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南华大道南侧、民太路东侧
河南郑波塑业有限公司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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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香：本院受理原告冯福春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８）豫0821民初1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郇封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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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虎头、赵菊连：本院受理原告吴照利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８）豫
0821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郇封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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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雯雨：本院受理原告张军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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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民初10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郇封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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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国富：本院受理原告顾文军、张务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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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1
民初264、2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郇封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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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艳中：本院受理原告李增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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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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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郇封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判决。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金勋：本院受理原告张文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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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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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郇封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缺席判决。

修武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宾红：本院受理原告赵楠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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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郇封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缺席判决 。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平顶山市金广源贸易有限公司诉河南林豫建安集团
有限公司、第三人韩锦玉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林豫
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不服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2017）豫
0403民初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豫04民终1487号民事判决。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治国：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顺达建筑租赁站诉你租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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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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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荣心：本院受理原告许婷云诉你与王利欣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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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慧慧：本院受理原告董文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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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跃飞：本院受理原告田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2
民初2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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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15日内递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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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明：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永亮申请执行李克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
的（2018）豫0482执85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七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报告你前一年的财产
情况，逾期本院将对你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延兵：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郭海波申请执行杨延兵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
的（2018）豫0482执168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
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报告你前一年的财
产情况，逾期本院将对你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豫冠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电电器集团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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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贤梅：本院受理原告郝长建（曾用名郝常建）诉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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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天莲、邓浩、钱坤：本院受理原告王海龙与你们民间借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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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10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梁坤：本院受理原告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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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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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肖然：本院受理的马龙申请执行你、黄嫚嫚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委托河南省豫建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你名
下的位于天封市平等街2号楼4单元1层10号营业房(证号:
3337527 建筑面积: 34.29 平方米)进行了评估，作出了豫郑
豫建评字[2018]0534113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房屋市场价值
为42.25万元，房屋变现价值为30万元。因你下落不明，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上述估价报告，现予以公告送达，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估价报告有异议，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逾期未提出异议
又未履行还款义务的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于2018
年11月28日10时至2018年11月29日10时止在河南省开
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http://sf. taobao.com。户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上述房屋，起拍价: 30万元，保证金3万元，增价
幅度: 2000元。 如本次流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
于2018年12月17日10时至2018年12月18日10时止再次

拍卖，起拍价: 24万元，保证金、增价幅度不变，详见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f. taobao. com）。咨询电
话：0371-23809353，监督电话: 0371-23809355。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峰、欧阳超远：本院受理原告王云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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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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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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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10时

至2018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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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郑州市郑东新区凯丽国际2315室（郑州铁科赛
德置业有限公司郑东新区铁科大厦）、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
为 D0457、建筑面积为 344.01 平方米的办公用房。联系电
话：0376-6360405，联系人：陈法官。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建国：本院受理原告关付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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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凯华：本院受理原告关付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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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前进：本院受理原告赵红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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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你
偿还欠款4450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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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平舆县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梦心：本院受理原告刘欢诉被告孙梦心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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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欢要求与你离婚，婚生子由刘欢抚养。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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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后的15日内，并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万占涛：本院受理原告高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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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雪与被执行人马新华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定于2018年9月15日拍卖被执行人马新华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天山路东、湘江路北未来凤凰城小区4#
楼东2单元4层东户（房产证号：0901008831）的房产，具体竞
买事项请登录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拍卖网。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爱：本院受理原审原告赵爱青与原审被告张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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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监督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庆：本院受理陈刚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2017）豫 0203 民初 98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03执151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
及罚款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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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慎武：本院受理杞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及刘凤芹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21民初78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维玲：本院受理杞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及张桃琴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21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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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霞：本院受理的原告蔚文孝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请求判决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婚后无子女，无共
同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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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昊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施达忠、刘志雄：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西工区莎莎
木材经销处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四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材料款2143120元及诉前利息，利息按照材
料款欠款数额为限，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支付；2.本
案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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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武：本院受理原告崔高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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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138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长水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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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武：本院受理原告董军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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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138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长水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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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26民初6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
决书或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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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