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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花磊、张凯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紫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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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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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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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民初11923号

韩伟：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郑
州分中心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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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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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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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6320号

张建春、李红军、杨栓柱：本院受理原告徐军建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2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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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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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3民初919号

范东富、范美利：本院受理原告黄宏义诉你们及第三人河南
科兴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3民初9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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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尚武：本院受理原告汪业明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
初55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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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因本
案被告郑州市沃土千年置业有限公司提起了上诉，现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
逾期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永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支
行诉你及黄军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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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民事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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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409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茂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赵保证：本院受理原告王娟娟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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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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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莹：本院受理原告原保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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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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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
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汤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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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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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军（孔毛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拥军诉你与王玉清执行
异议之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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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人民
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治国：本院受理原告杜瑞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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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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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本院受理原告朱莎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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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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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龙三、李希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雨瑞饮品有限公司诉
你们与黄科、王立海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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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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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刚刚：本院受理原告朱双双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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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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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先、王小中（王尚坤）：本院受理原告张安定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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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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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9001 民初 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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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白新民：本院受理原告张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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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1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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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舜：本院受理原告翟国胜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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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9001民初3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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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环宇建设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民初3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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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尚小平：本院受理赵天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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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411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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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子剑、王靖一：本院受理牛苗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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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
初18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
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党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姚战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33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党建平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姚战营
88000元。二、驳回原告姚战营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899元，公告费240元，共计3139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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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伟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卫中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周伟伟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卫中85000
元，并以85000元为基数，支付原告从2017年3月16日按照月
息2分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406元，公告
费240元，共计2646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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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艳丽：本院受理原告孔红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289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被告郭艳丽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孔红霞
10万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公告费240元，共计2540元，
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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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好、闫军庆、张海棠、济源市盛源物资有限公司：原告济
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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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
初5911号民事裁定及民事判决，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及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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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金钟：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
王永才、张国花、李正军、河南宝源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河南
宝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济源市科鑫矿山机械有限公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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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4186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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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根升：原告郭洪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
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民初45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
七份，并预交上诉费6560元，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段红星：本院受理原告薛群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9001民初29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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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中昊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李小娟、马起
龙、李桂香、马林、马钰博以你单位和河南宏宇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马二立、杜永刚为被上诉人和本院提起上诉，请求
依法改判（2017）豫9001民初5528号民事判决，河南宏宇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一审判决的工程款承担给付责任，你单
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院已依法受理，因你单位下落不
明，现向你单位公告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第1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建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9001 民初 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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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娅琦、济源市昌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们与苗斌宇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
7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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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小龙、乔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9001民初7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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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彬（李兵兵）、孔建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源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7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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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路宾：本院受理刘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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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211民初3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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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建兴：本院受理原告高鸿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缺
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民初
18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孙建兴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500万元为本金，利率按年利率6%计算，期限自2018年5月
8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被告孙
建兴负担。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二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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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利青（410211197704245048）：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文革
诉被告你和王长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完毕，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民初15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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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昆朋（身份证号410221198907252237）：本院已受理原
告徐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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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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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海波、王铃枝：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被告常海波、王铃枝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04民初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常海波偿还原告王伟借款20000元，
并按照年利率6%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2月17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对被告王铃枝的诉讼请求
及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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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张亮：本院受理原告王永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1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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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令被告支付所欠原告现金92000元；2、由被告承担
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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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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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0月25日10时至2018年10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第二次拍卖）位于睢阳区
工贸路南归德路东临街楼1层营业房东半部及位于睢阳区
工贸路南归德路东临街综合楼营业房西半部商业房地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联系电话：0370-7763020/（17603708879）吕法官

宁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0月25日10时至2018年10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第二次拍卖）位于商丘市
睢阳区南京路北神火大道东临街楼103-105铺房地产，详细
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
参加竞买。联系电话：0370-7763020/（17603708879）吕法官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丽繁纸业有限公司、河南文轩印务有限公司、李素丽、
李守繁：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江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823民初19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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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丽繁纸业有限公司、李素丽、李守繁：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江河纸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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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民初1949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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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具朝、曹海中：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华旗物流有限公司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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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廉战军、江门市江海区晟荣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武陟县志宇电子材料厂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23民初213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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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先平：原告郑明兰诉你及江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目前下落不明，无法与你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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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民初16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叶先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郑明兰本金125
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分别按①本金10万元为基数，自2015
年6月5日始；②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18日
始；③以本金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2月17日始；④以本金
3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8日始；⑤以本金30万元为基
数，自2015年7月6日始；⑥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0
月9日始；⑦以本金5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6日始；⑧以
本金10万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16日始；以上8笔借款月
利率均为2%，均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被告江涛对前述借
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江涛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郑明兰借款本金40万元及相应利息
（以本金40万元为基数，利息按月利率2%，自2015年9月7日
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被告叶先平对该笔借款本金和利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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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
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预交二审诉讼费，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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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21民初1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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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开林：本院受理原告朱正功与被告李开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6民初24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开林于本判决生
效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25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1.5%
计算，从2016年2月7日至款清之日）；判决被告李开林偿还
利息4000元，本案受理费4400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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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窦敏、王关华：本院受理原告付德丽与被告窦敏、王关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结束。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526民初11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窦敏偿还
原告借款10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2%计算，从2014年3
月27日至款清之日）；逾期不还，由被告王关华负连带清偿
责任。本案受理费2300元，由二被告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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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赫福建：本院受理原告敬明明诉被告赫福建机动车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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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第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0月9日10时至2018年10月10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对
位于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村南，中国人民解放军32147部队土
地上的苗木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https://
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
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新民、崔彦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耀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俩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琴、杨凯：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耀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俩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营军：本院受理乔建浩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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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廉
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纪良：本院受理原告刘俊红诉你们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24民初4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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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淼：本院受理田学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6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2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嘉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长葛市支行诉被告河南诚德木业有限公司、河南诚德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杜建业及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
告河南诚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民初113号之二1027号民
事裁定书，该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巡一庭领取裁定书和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万丰电器有限公司、陈保安、张翠兰、长葛市金恒机
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及杨路锋、刘立方、杨伟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082民
初30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商事
一审判团队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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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003民初1844号

董平文：关于原告马代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03民初184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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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003民初3217号

黄子军：关于原告许昌万里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03民初32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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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根山：本院受理原告俎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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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民初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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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军、王素利、王保军、王留增、文伯河：本院受理原告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5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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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现波：本院受理原告王明珍诉被告赵现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第9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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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瑞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濮阳丽妨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能标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冯
瑞士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
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朋明、陈生云：本院受理原告赵海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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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
1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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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远志：本院受理原告詹慧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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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
当事人须知、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明亮：本院受理原告段共超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82 民初
8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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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素清（又名李素青）：本院受理原告牛培花诉你为排除妨
害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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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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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个工作日的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铅钧矿业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西拓矿产
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焦作铅钧矿业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882 民初 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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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西拓矿产品有
限公司与被告焦作东方金铅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2民
初1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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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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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藏颖：本院根据（2015）焦众证民第449号公证书受理了孙素
云申请执行藏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
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并对已查封的你所有位于焦作市山
阳区和平东街四号院13号楼104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执行局708办公室
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
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
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届时
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公楼 309 室参加选择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
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
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将依法对
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