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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如义、张国峰、钟松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城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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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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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6）豫0502执2306之一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

年10月25日10时至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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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安阳市洹河冶金有限责任
公司名下在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的2040000股股份(每股1.92元)。依据豫华衡评鉴字【2018】
第010号评估报告 依法确定第二次起拍价3525120元，保证
金20万元，增价幅度1000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
户涉及应缴纳税、费及基于拍卖标的原欠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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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是否符合投资入股条件，在竞买前自行与安阳
商 都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咨 询 电 话
0372-2595605联系人：米志海），不符合投资入股条件参加
竞买的，造成不能投资入股的责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本
院无涉。有意竞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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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至24日（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0372-2097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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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

10月25日10时至26日10时在文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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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晋君清名下在河南安阳商
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的63679股股份(每
股 1.92 元)。依据豫华衡评鉴字【2018】第 010 号评估报告，
依法确定第二次起拍价110037.31元，保证金2万元，增价幅
度1000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税、
费及基于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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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
是否符合投资入股条件，在竞买前自行与安阳商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咨询电话0372-2595605联系人：
米志海）不符合投资条件入股条件参加竞买的，造成不能投
资入股的责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本院无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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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日 至 24 日（工 作 时 间）咨 询 电 话
0372-2097434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6）文法执字第681号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10

月25日10时至26日10时在文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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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李长顺名下在河南安阳商都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的102000股股份(每
股 1.92 元)。依据豫华衡评鉴字【2018】第 010 号评估报告，
依法确定第二次起拍价176256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
度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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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人是否符合投资入股条件请在竞买前自行与安阳商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咨询电话0372-2595605联
系人：米志海）不符合投资条件入股条件参加竞买的，造成
不能投资入股的责任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与本院无涉。有
意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竞买。标的
展示时间: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24 日（工作时间）咨询电话
0372-2097434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5）文法执字第575-1号执行裁定书将于2018

年10月25日10时至10月26日时在文峰区法院京东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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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段李庚森名下位于安
阳市文峰区南关办事处相西路世纪花园6号楼5单元5层西
户（含阁楼）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安阳市文峰区字第私：
1131013285 号，建筑面积:107.15 平方米；阁楼面积 44.51 平
方米；无土地信息）一套。依据新兴评鉴字【2018】第0108号
司法鉴定意见书，依法确定第二次起拍价为511910.46元，保
证金为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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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10月9
日至10月24日（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
询电话0372-2097249监督电话0372-2097349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洪涛：本院受理原告程子轩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5民初174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少年审判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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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邵青海：本院受理原告王小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82民初5179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于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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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俊阳、于俊平：本院受理原告党延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82民初4116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于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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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向宾：本院受理原告赵利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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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丽花：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清理整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你、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汝支行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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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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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西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国营与被告韩西林、张国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2民初31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三常路中心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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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亚锐：本院受理原告杨松坡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2民初1288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第四团队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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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红珍：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字第3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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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延钊：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03
民初字第3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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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字第3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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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伟：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03民
初字第3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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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翠霞：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字第3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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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恒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字第3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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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刚阳:本院受理原告尚艳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3709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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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刚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3598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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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东鹤:本院受理原告孙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273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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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隆业：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世阳与被告李隆业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5民初182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及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云红、张衬：本院受理曹亚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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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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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十五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曹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家福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厚鑫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411民初1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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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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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保现、王巧云、长葛市宏成板业有限公司、长葛市鸿方原
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明奇与被告张少兵、杨晓芳
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少兵、
杨晓芳就本院（2018）豫04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送达该判决书和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如不服本判
决，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沈正发：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华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被
上诉人河南天凌贸易有限公司、沈正发、高兴奎、李永业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该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民终20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我院民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严军：本院受理原审原告黄兰舒与原审被告金前五、刘严
军、原审第三人庞小范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民再24号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俊：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省旭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李东永、李万全、刘文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民终3272号案件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15时（法定节假日自动顺延）在本院第
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民终5144号

徐红亚、王利改、郑州市向前弹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
人郑州市杰梆电缆有限公司、李建锋、李纪红与被上诉人赵东
林及原审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
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上午9：30（遇法定节假日期顺延）在本院第27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建、田晓飞：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程秀梅,被上诉人冯小
玲、范文扬、闫力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4375号、（2018）豫03民终
4394号、（2018）豫03民终4752号、（2018）豫03民终4759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志江、李巧知：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杨向锋及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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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爱论：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及温宏道、孙俊娟、温校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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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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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炊万川：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西工支行诉
你、李站奇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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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四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从容、洛阳元庆轴承钢有限公司、赵红霞、肖顺利、肖胜
利、肖红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判决被告孔
从容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
12月10日至2017年12月10日期间按照月利率11.1‰计算，
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按照月利率
16.65‰计算,暂算至 2018 年 5 月 6 日拖欠的利息为 302475
元；2. 请求判决被告洛阳元庆轴承钢有限公司、赵红霞、肖
顺利、肖胜利、肖红军对被告孔从容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各被告连带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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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展豪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银洛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兰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肖红军、肖玉周、郑孝利、闫炎
军、张卷欣、梁娇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
决被告洛阳市展豪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80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2月12
日期间按照月利率11.1‰计算，自2017年12月13日至本息
清偿完毕之日按照月利率16.65‰计算,暂算至2018年5月6
日拖欠的利息为1665150.22元；2.请求判决被告洛阳市银洛
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兰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肖红军、肖玉
周、郑孝利、闫炎军、张卷欣、梁娇辉对被告洛阳市展豪轴承
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贷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
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由各被告连带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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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时在本院行
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根柱：本院受理原告孙万春诉你及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河南明
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本院（2018）豫0327民初772号民事
判决提起上诉，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吉利区惠康大酒店：本院受理代世君诉你、洛阳石化
惠康物业管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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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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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吉利区惠康大酒店：本院受理贾文忠诉你、洛阳石化
惠康物业管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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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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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吉利区惠康大酒店：本院受理吴联诉你、洛阳石化惠
康物业管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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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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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冬冬、于治辉、岳永涛：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博燃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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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311民初5041号民事判决书及原
告洛阳博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李楼法庭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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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鼎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王伟：本院受理原
告洛阳市洛龙区鼎兴租赁站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 民初
16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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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张梅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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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12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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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心：本院受理原告晋军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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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155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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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远梅、张国晖：本院受理原告王中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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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民初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李楼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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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峰：本院受理原告冯志江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 民初
12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
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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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佳豪、赵法来：本院受理原告潘晨博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11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书及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河南分公司民事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李楼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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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芳芳：本院受理原告杜洋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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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四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韩城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灿物资有限公司、洛阳恒迈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乾盛
物资有限公司、郑艳、梁海霞、梁建伟、刘伟玲、刘伟霞、韩绍
汶、梁向坤：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洛阳金
灿物资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496594.01元（以本金
2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6.2%从2016年2月20日起计算
至2017年5月16日止）及复利113781.36元（暂计算至2018
年4月2日，并要求支付至清偿日止）；二、依法判令被告洛
阳金灿物资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29万元、支付违
约金22.9万元、利息164021.25元（以本金229万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13.5%从2017年5月16日计算至2018年4月2日,
并要求支付至清偿日止）及复利9969.69元（暂计算至2018
年4月2日，并要求支付至清偿日止）；三、依法判令被告洛

阳恒迈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乾盛物资有限公司，郑艳、刘伟
霞、韩绍汶、梁海霞、梁建伟对被告洛阳金灿物资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依法判令刘伟玲对被告洛阳
金灿物资有限公司第一项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依法判令梁向坤对被告洛阳金灿物资有限公司第二项
请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
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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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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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洛阳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吉学
斌、姚爱英、吉小宁、吉小杰、孟红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
款 本 金 3965993.14 元 、支 付 违 约 金 39.66 万 元 、利 息
1593656.86元(暂计算至2018年6月25日，并要求以本金400
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96%从2015年7月2日计算至2016
年5月20日、按照年利率18.36%从2016年5月20日起至本
息还清之日止计算利息)及复利302287.65元（暂计算至2018
年6月25日，并要求支付至清偿日止）；2、依法判令被告洛
阳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吉学斌、吉小杰、姚爱英、吉小宁、
孟红光对被告洛阳吉氏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被告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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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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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午四时在本院2015号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永固达木业有限公司、吴彐珍、郭重庆、郭长洪、伊川县
巨力砂轮有限公司、白平国、王武绪：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
亿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一、判令七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偿款本金人民币182.6万元及
计至实际支付时相应的违约金、代偿款的资金使用费、实现
债权的其他费用。二、判令七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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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行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文召、崔文玉：本院受理的原告冯伟诉你们物权确认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
同真实有效；二、确认双方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位于洛龙区中
原康城步行街2幢5-402的房屋归原告所有，并由被告方协
助原告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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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行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跃洪、孔淑辉：本院受理原告赵天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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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民初1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莲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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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尚普：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粉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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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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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玫、陈宗正、刘向辉、刘向锋：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国鑫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洛阳市磊鑫石材有限公司、吴予
翔、吴豫超、洛阳市启光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告洛阳市磊鑫石材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我院提出管
辖权异议，我院作出（2018）豫0311民初312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驳回被告洛阳市磊鑫石材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
的异议。被告洛阳市磊鑫石材有限公司不服本裁定，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3125号民
事裁定书及管辖权异议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2018）豫0311民初3125号民事裁定书
及管辖权异议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六安、马爱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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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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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15时在本院
2006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关钦：本院受理原告许登旺、刘润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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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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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上午9时在
本院2006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倪锦荣：本院受理原告王东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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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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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上午9时在本
院2006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倪锦荣：本院受理原告张铁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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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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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上午10时在本
院2006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孬利、谷利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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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丛明、杨雪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1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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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1民初2963号

南召县城郊乡罗坪村二组卫文华：本院审理的原告贺涛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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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白土岗镇中王庙村贺庄西组郭松：原告贺凯
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
定，现公告向你送达本院（2018）豫1321民初13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不准原告贺凯与被告郭松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负担。你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白土岗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书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