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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3民初5893号

张卫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彩霞诉被告张卫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0103民初5893号民事裁定书，原
告张彩霞对该裁定不服，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3民初5893号民
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2018）豫0103民初5893号民事裁定，可在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二份，上诉
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宁富民、裴交子: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91民初15414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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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
二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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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素英、石新平、河南兴鹤同力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河南中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5429 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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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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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爱玲: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191 民初
15426 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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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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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乃通、徐丽、李红星、商丘平安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中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5427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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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
公开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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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玉转、王坦、王效军、商丘顺顺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中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5430号民事起诉
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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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
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上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刘高磊诉你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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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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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
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在本院柳林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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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创元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陈秋蝉、薛峰、张琼、胡继
建、芦萍、靳伟、吴亚威、郑州维体时尚健身俱乐部有限公
司、郑州市郑东新区维体健身百合会所：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金水杨金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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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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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丽娟、李建钦：本院受理的原告崔菊平诉被告马丽娟、李
建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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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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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鼎盛王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川诉
你、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2民初1835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河南鼎盛王朝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支付原告王海川营业款
107668.96元；二、驳回原告王海川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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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一博：本院受理原告畅赟铄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民初7072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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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源诚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王连朋、朱杏芬、李志斌、史
寅、王少波、史立全：本院受理（2017）豫0105民初16975号案
件原告漯河市广置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漯河市源诚精密科
技有限公司、王玉增、周建军、王连朋、朱杏芬、李志斌、史
寅、王少波、史立全、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民初169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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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份，并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不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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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聪聪:本院受理原告金玉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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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 民初 1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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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春晓:本院受理垫富宝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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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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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5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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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柏宏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顾君红诉被
告郑州市惠济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撤销登记一案
[案号:(2018)豫0191行初48号]，已审理终结。你作为与本案
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判决
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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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鸿高、河南天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兴邦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杜震麟:本院受理原告李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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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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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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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美琴:本院受理原告余恒渊、司焕涛诉你及韩彦民、贾芳
超、王留志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 豫0191民初14537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余恒
渊、司焕涛、被告韩彦民对本判决提起的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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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开拓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德勤知识
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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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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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百林、沈秀娥:本院受理原告白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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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191
民初128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诉调对接中心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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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双庆、乔卫庄: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路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与你们追偿权纠纷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91
民初1090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
利风险义务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0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顺和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素真、王家林、王
伟、王威诉你及时万岭、郑州东南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 豫0191民初9920号民事判决书及被告时万岭对本
判决提起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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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聘:本院受理原告孙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初94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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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顺靖:本院受理原告宋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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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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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彬、朱二彬: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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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豫0191民初
8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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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5日10时

至2018年11月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商丘市亚太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所持有11769吨0号车用柴油（Ⅲ）（储存于商
丘市木兰大道晨风大道南 100 米路西）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
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淑江：本院受理原告常磊与被告周淑江、白尚灵买卖合同
纠纷案，上诉人白尚灵就(2018) 豫1626民初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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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明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薇、李巧玲:本院受理原告常春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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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205 民初
94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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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薇、李巧玲:本院受理原告吴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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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205民初944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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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李义顺、唐建友：本
院受理原告文峰区太行建筑设备租赁站诉被告安阳昊澜置业
有限公司、河南隆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们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0502民初2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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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明明:本院受理原告赵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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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2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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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明顺:本院受理原告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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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502民初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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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计强：本院受理原告齐连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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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
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基开：本院受理原告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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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期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阳光、孙小芳：本院受理原告张林峰诉你们、郝金增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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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满期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宽、路彦利：本院受理原告贾天学诉你们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
67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宽、路彦利：本院受理原告贾巧各诉你们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
67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宽、路彦利：本院受理原告李卫娟诉你们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
677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世民：本院受理原告赵文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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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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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盖长超:本院受理原告马会宾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6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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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俊鹏(曾用名常小朋)、贾中霞:本院受理原告朱占轩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5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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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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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瑞丰丰源商贸有限公司、郭一帆:本院受理原告滑县老
店镇新光彩化妆品商行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6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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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世艳：本院受理原告吴秋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3民初235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菜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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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继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建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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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228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唐继军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给付原告吴建军车辆转让款10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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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春：本院受理原告卢守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860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八里营法庭递交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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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才：本院受理原告米守领、高东亮诉被告王俊才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26民初65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俊
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米守领、高东亮工资款1
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8年7月1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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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利强：本院受理原告胡宗国诉被告肖利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26民初59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肖利强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胡宗国货款45 200元及利息
（利息自2018年7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胡宗国的其他诉
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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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合印、李万保、郑天国：本院受理的原告靳海峰诉你们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523民初199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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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易祥食品有限公司、吴幸福、吴秀亭：本院受理的原
告汤阴县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523
民初1827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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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民初2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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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傅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民初2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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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
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民初2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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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文彦民:本院受理原告常荣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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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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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更生:本院受理原告吴新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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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玉新:本院受理原告侯居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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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江勇：本院受理原告祝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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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法院万古法庭公开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文瑞、赵环雨：本院受理原告赵海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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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个
工作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法院万古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8）豫0502执274号执行裁定书将于2018年10

月30日10时至10月31日10时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段艮录名下与邵瑞花共有的位
于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道三角湖人家6号楼4单元9层东户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 00101463
号，共有权证号：安阳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101464号；建
筑面积 161.6 平方米；地号：8-1-72-6417，使用权面积：
19.63平方米）一套。依法确定起拍价为774888元，保证金
为50000元，增价幅度：2000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
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相关的原欠缴
税、费等款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
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负责缴
纳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项
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职能单位自
行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均可到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
10月11日至10月29日（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
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7 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依据（2015）文民一初字第 25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2018)像0502执恢181号执行裁定书将于2018年10月31日
10时至12月31日10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变卖网络
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
民法院）公开变卖常庆霞名下与李红甫共有的位于安阳市
文明大道与朝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御风名苑2 幢2 单元1 层
101 号房产（预告登记证明：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第
00005107号；建筑面积168.81m2；无土地信息）一套。起拍
价：1017924.3元，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2000元。标的物
交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办理变卖标的物的交易过
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 增值税 营
业税 土地增值税 契税 过户手续费 印花税 权证费 水利基
金等费用）及基于变卖标的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项，按照法
律 法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纳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
成过户自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变
卖前至相关单位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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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可
到京东网司法变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
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
地。咨询电话0372-2097433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6）豫0502执1536之一号执行裁定书将于2018

年11月1日10时至11月2日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京
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
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河王军锋、许
秀芳名下共有的位于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与迎春东街交叉
口东南角安阳市万达广场13号商业楼1单元1层B-75-1号
商业服务房产（预告登记证明：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第
00099171号；建筑面积80.74平方米；无土地信息）一套。依
据豫中红信评报字（2018）第007号资产评估报告，依法确定
第二次起拍价 2330370 元，保证金 20 万元，增价幅度 2000
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及
基于拍卖标的上相关的原欠缴税、费等款项，按照法律、法
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
被执行人负责缴纳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
户自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
前至相关单位自行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
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
示时间:2018年10月15日至10月31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
所在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4 监督电话:0372-2097349。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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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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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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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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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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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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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军梅、王宇：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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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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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增、杨国增、乔兵：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姚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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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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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建勇、倪海霞：本院受理原告李清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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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
民初52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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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建勇、倪海霞：本院受理原告杨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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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581
民初52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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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