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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军营：本院受理原告侯传勇诉被告靳军营租赁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8）豫
0184 民初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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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颜建超、颜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张积会诉被告颜建超、颜建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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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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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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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骆会江：原告冉爱霞诉你及骆建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裁定后，原告冉爱霞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冉爱霞上诉请求为：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鄢陵县人
民法院（2018）豫 1024 民初 407 号民事裁定书。依法改判原
审二被告骆建召和骆会江共同依法偿还原告债务 1 万元及
从借款之日起的利息。2.原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现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该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422 破 3-2 号
本院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裁定受理中原盐都盐湖度假村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指定中原盐
都盐湖度假村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原盐都盐湖度假村有限
公司管理人。中原盐都盐湖度假村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前向管理人（联系人王月民
电话 13837502390，通信地址：叶县德化街北段叶县昆北新
城开发建设指挥部）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确认补充申请的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中原盐都盐湖度假村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原盐都盐湖度假村有限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9 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
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及律所的指派函。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利安鞋业有限公司:原告驻马店市物华建筑有限公司
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 0482 民初 209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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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宇龙塑料制品厂、张永涛、张军政：本院受理原告姜
占稳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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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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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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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向阳：本院受理原告李书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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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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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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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利欣（410423197102120041)、
李应敏(41042042319400
1298015)：
本院受理原告景天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423 民初 272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利欣、李应敏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景天俊借款本金 147750 元
及利息(利息按照月息 1.5%的标准，自 2014 年 5 月 20 日起计
算至本院确定的还款期限内的实际偿还之日止)，同时另付
违约金 5 万元。二、驳回原告景天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3300 元，由被告李利欣、李应敏共同承担。限你们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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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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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自迁、王俊中：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 0328 民初 1076 号一案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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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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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江东源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振强诉你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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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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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万会、杜跃林：上诉人侯花芳就（2017）豫 0303 民初 3334 号
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后
第 3 日上午 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 26 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涛：本院受理上诉人柯福玲与被上诉人王向红、王涛赠予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3 民终 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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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易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路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小
钰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返还预先支付的工程款 174000 元；二、依法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赔偿金 50000 元及滞纳金 142500 元（滞纳金
暂计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滞纳金按月利率 1.5%计算至实际清
付之日止）；三、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租房费
用、婚期延误费等损失共计 92200 元；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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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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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斌：本院受理原告刘万智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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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 民初
7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为：被告杨少斌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万智借款本金 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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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斌：本院受理原告阿优福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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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 民初
7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为：被告杨少斌于本判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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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万智借款本金 2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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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顺国：本院受理原告韩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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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7 民初 1354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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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酒祖酒业有限公司、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贺红
强、刘卫东、张明晓：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 0305 民初 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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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庆涛：本院受理原告孙文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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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 0305 民初
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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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建中：原告刘文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
现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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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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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松：原告赵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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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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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宏亮：本院受理原告黄世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离家出走，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八时三十分准时在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自力：本院受理原告方磊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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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 民初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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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晶晶、张心纪：本院受理原告雷丽银诉被告张晶晶、张心
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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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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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毅：本院受理原告杨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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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民初 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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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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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林志世纪置业有限公司、朱志强：本院受理原告甘丰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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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 民初 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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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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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曲玉友：本院受理原告马健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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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穰东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唐青怀：本院受理原告丁心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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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1381 民初第 22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胡殿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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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丽：
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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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1 民初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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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飞、庞黎明：本院受理原告邹会勤诉被告陈飞、庞黎明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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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东城法庭
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志龙:本院受理原告焦军生诉被告邓州市隆鑫牧业有限公
司、周志龙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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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在本院东城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雄进：本院受理原告彭南方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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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穰东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花兰、胡殿更：原告裴学芝与被告孙花兰、胡殿更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18）豫 1381 民初 3231 号]，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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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 时 30 分在
本院城区中心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梅震：本院受理原告陈艳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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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穰东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飞：本院受理原告廖明诉你与李宁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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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以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5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平铁、郭安定、郭鹏：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81 民初 189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
“被告郭平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下欠
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 28 万元本
金及利息、罚息。被告王宁、杨晨、郭鹏、郭安定对上述贷款
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丽晓：本院受理原告王晓雷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29 民初 234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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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松、南阳市国行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泰明、姚
云霞、乔莹莹与你们及徐珊珊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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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振海：本院受理原告孟秀丽诉被告姬振海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限期履行通知书
（2017）豫 0611 执 1589 号
孙云蒙：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
与被执行人孙云蒙、孙晶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至
今仍未履行（2016）豫 0611 民初 1670 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向本
院申请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
十七条之规定，现通知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将
（2016）豫 0611 民初 167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和延迟履
行期间的双倍利息、执行费用履行完毕。逾期，本院将依法
对孙云蒙所有的鹤壁市淇滨区市政府 2 号院 8 号住宅楼东
单元 1 层西户（房产证号：1201005564）的房产予以评估、拍
卖，
用以偿还你所负债务。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龙腾海：本院受理原告付妞诉被告龙腾海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
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不准予原告付妞与被告龙腾海离婚。
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702 民初 4073 号民事判
决书。望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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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裴梦怀：本院受理原告孟宪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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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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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
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谩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涉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康振雷：本院受理原告康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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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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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5 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
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涉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占军：本院受理原告姜千里诉你及被告王五江、程会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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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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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5 日内，
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涉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太康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甲斌: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胡炳坤(曾用名胡聪)与被申请
人陈翠平、原审被告王甲斌民间借贷案再审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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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627 民申 9 号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娥：本院在审理原告梁碧海诉陈跃民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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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亚柯：本院受理原告袁广民诉你和马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621 民初 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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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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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 院 在 执 行 张 志 远 申 请 执 行 杨 殿 成 、杨 付 成 、宗 勇
超 、河 南 亚 明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长葛市人民法院已对登记在担保人赵秀梅名下位于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辰路 36 号院 13 号楼 2 单元 16 层 1601
号（产权证号 1401290512）房产予以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
拍 卖 平 台 进 行 拍 卖 。 拍 卖 标 的 物 的 评 估 、拍 卖 价 格 ：该
房 产 评 估 价 格 为 1327300 元 ，经 合 议 庭 合 议 起 拍 价 为
1194570 元，保证金 115000 元，每次加价 5500 元。与本案
拍卖财产相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
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
竞 买 ，届 时 未 报 名 的 ，视 为 放 弃 优 先 购 买 权 。 其 他 参 与
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http: //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杰增、河南佳家暖换热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国
营诉你们、李俊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03 民初 3032 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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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陆灿欣、张莎莎、许昌县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许昌县
瑞通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建锋诉被告陆
灿欣、被告张莎莎、被告许昌县瑞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被告许昌县瑞通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0 民初字第 3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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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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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保金：本院受理原告何仲炳与被告何保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6 民初 209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何保金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270000 元及逾期利息〔利率按年利
率 6%计算，从 2016 年 2 月 7 日至款清之日〕。本案受理费
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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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太月：本院受理原告黄守强与被告雷太月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6 民初 17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雷太月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 362000 元及逾期利息〔利率按月息
2%计算，从 2017 年 5 月 6 日至款清之日〕。本案受理费 5800
元，
减半收取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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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维银：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强与被告崔维银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6 民初 19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崔维银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欠款 26640 元及逾期利息〔利率按年利率
6%计算，从 2016 年 11 月 15 日至款清之日〕。本案受理费
466 元，减半收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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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毛志成、
丁国艳、
淮滨县宏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 民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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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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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振山、舞钢市振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王广坡诉黄振山、舞钢市振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王广坡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黄振山向原
告偿还借款本金 350 万元，利息 35000 元（自 2014 年 6 月 6
日计算至 2014 年 6 月 20 日），其后利息按月息 2%继续支付
至实际还清所有本金时止；2.被告舞钢市振豫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诉讼费由被
告负担。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
（2018）豫 0481 民初 2523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的主
要内容是：查封舞钢市振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舞
钢市上曹村的不动产（不动产号为（2013）088 号）及位于舞
钢市武功乡的不动产（不动产号（2013）086 号），查封限额
353500 元，查封期限三年（自 2018 年 9 月 7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结合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书利: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3 民初 3527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程书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赵
建枝借款 10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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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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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晓、河南正粮先锋粮库有限公司、王会志、刘大利：本院受
理原告鲁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423 民
初 9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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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留明：本院受理原告王新波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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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 民初 18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一团队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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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保国：本院受理原告白娟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422 民初 153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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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付克：本院受理原告赵长江与你、李普合、宁遂霞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2 民初 1144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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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旭萍（李旭萍）：本院受理原告董凤兰、宁晓惠、宁可伟与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2 民初 1950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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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巧菊、齐继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毛彬彬、李蕊芳、党庆贺、李秋香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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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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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磊：本院受理原告张玲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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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 民初 15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四团队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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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飞超：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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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世豪：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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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
人张大伟与被上诉人李文霞、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河南林豫建安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 民终
5318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
定为终审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