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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福宝童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袁亚培诉
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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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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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俭：本院受理原告刘玉分诉被告河南君裕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张家俭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被告河南君裕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就（2017）豫 0105 民初 18027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北楼
313 室领取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加江、孙红：本院受理原告温海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豫 0105 民 初
2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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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加江、孙红、王振晔：本院受理原告温海涛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105
民初 2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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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丽丹：本院受理原告张金中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8265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 10 万元及利息。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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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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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阳丽、河南房快递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刘卫国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3372 号民事判决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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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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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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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苗苗、
周林强：
本院受理河南乐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张苗
苗，
周林强追偿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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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亚丽：本院受理河南乐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陈亚丽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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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福宝童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好艳诉
你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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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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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建发：本院受理原告刘丹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4714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邵建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10000 及从 2017 年 11 月 14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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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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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英杰、李孝声:本院受理原告王秋红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191 民初
1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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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宏建、郑州新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盛煌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明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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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地址确认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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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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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虎震:本院受理原告朱春艳诉你离婚关系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
初 14078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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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东鹏泰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世俊与你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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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斐、河南国控小徽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巧
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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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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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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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坤磊:本院受理原告王睿涵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
知书、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6 号)五一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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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智铭: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众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
0191 民初 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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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桃红、赵志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众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8 )豫 0191 民初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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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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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谷全喜：本院受理的原告冯苗玲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路奥
体花城 B 区 2 号楼 2 单元 201、202 号房产归原告所有；2.请求
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谷全喜协助原告办理该房产的过户
手续；3.本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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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民三庭开
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亚亮、李周琴：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璟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洛龙区
民馨苑北楼（2 号楼）一楼 104 号房产的过户手续；2.本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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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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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三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成钢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巨钢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乐享
商贸有限公司、李林卿、郭彩香、张艳歌、曹震、赵亚粉、曹超
美、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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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洛阳成钢
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999999.94 元，利息、罚
息及复利（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4 月 24 日为 67192.73 元，罚
息、复利从 2016 年 1 月 21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执行
利率上浮 50%计算罚息、复利，即以年利率 18.9%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罚息暂计算为 765335.09 元；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为 155439.7 元）。二、依法判令洛阳巨钢商
贸有限公司、洛阳乐享商贸有限公司、李林卿、郭彩香、曹
震、曹超美、李明、赵亚粉、张艳歌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对
洛阳成钢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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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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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诚润商贸有限公司、洛阳沃宝商贸有限公司、洛阳恒德
商贸有限公司、洛阳昊久石化有限公司、陈占强、刘春晓、范
艳艳、李鹏飞、陈晓辉、何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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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令第一被告洛阳诚润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0 元、支付违约金 20 万元，截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利
率按照 14.4%计算欠息为 203640.8 元，其中利息 164398 元，
复利 39242.8 元，2016 年 3 月 25 日至 2018 年 3 月 2 日，利率执
行 21.6%，贷款利息暂计算为 834410.96 元，复利为 156306.09
元。
（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2 日，并要求自 2018 年 3 月 3 日起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21.6%计算利息）。 二、依法判
令被告洛阳诚润商贸有限公司、洛阳恒德商贸有限公司、洛
阳昊久石化有限公司、洛阳沃宝商贸有限公司、刘春晓、陈
占强、何建、李鹏飞、陈晓辉、范艳艳在上述款项范围内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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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时在本
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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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巨钢商贸有限公司、洛阳成钢商贸有限公司、洛阳乐享
商贸有限公司、赵亚粉、赵亚丽、高昌林、任耀敏、李林卿、曹
震、曹超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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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巨
钢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994416.80 元，利息、
罚息及复利（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4 月 24 日为 41472.4 元，罚
息、复利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执行
利率上浮 50%计算罚息、复利，即以年利率 18.9%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罚息暂计算为 459193.33 元；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为 86516.91 元）。二、依法判令洛阳成钢商
贸有限公司、洛阳乐享商贸有限公司、李林卿、曹震、曹超
美、赵亚粉、任耀敏、高昌林、赵亚丽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
对洛阳巨钢商贸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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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时在本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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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摩天岭米业有限公司、伊川县嘉利塑料有限公司、洛
阳森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杨振平、杨兴轩、李灿利、赵书
军、李玉彬、赵巧娟、赵巧灵、叶万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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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第一被告洛阳市摩天岭米业有限公司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496453.16 元、支付违约金 49645.316 元，截至
2016 年 5 月 4 日，利率按照 12.24%计算欠息为 8819.89 元，
2016 年 5 月 5 日至 2018 年 4 月 28 日，利率执行 18.36%，贷款
利息暂计算为 180299.80 元，复利为 30511.08 元。
（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28 日，并要求自 2018 年 4 月 29 日起至实际还清
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8.36%计算利息）。二、依法判令被告洛
阳市摩天岭米业有限公司、伊川县嘉利塑料有限公司、洛阳
森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杨振平、杨兴轩、李灿利、赵书军、
李玉彬、赵巧娟、赵巧灵、叶万森在上述款项范围内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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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时在本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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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鑫伟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洛阳鑫超机械有限公司、李广
甫、李自伟、孙文文、乔彦艳、李进超、李磊磊、郭小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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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判令被告洛阳鑫伟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793556.98 元，利息、罚息及复利
（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5 月 11 日为 0 元，罚息、复利从 2016 年 5
月 11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执行利率上浮 50%计算罚
息、复利，即以年利率 17.28%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罚息
暂计算为 620533.68 元；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4 月 10 日为
98647 元）。二、依法判令洛阳鑫超机械有限公司、李广甫、
李自伟、孙文文、乔彦艳、李进超、李磊磊、郭小锋对于第一
项诉讼请求中对洛阳鑫伟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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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时在本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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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源长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合盈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洛阳聚力物资有限公司、权从容、孙彩霞、李应征、杨高超、
权治国，李战宁、张小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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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被告洛阳源长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3999997.57 元，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为 72092.59 元，罚息、复利从 2016 年 3 月 20 日起至本息还
清之日止按照执行利率上浮 50%计算罚息、复利，即以年利
率 18.9%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16 日罚息暂计算为 1473930.71
元；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3 月 16 日为 274259.4 元）。二、依
法判令洛阳聚力物资有限公司、洛阳合盈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李应征、权治国、杨高超、张小秋、李战宁、权从容、
孙彩霞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对洛阳源长商贸有限公司应
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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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时在本院 2019 审判庭开
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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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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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洪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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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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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瑞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钱占亭：原告河南宜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洛阳一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沈成伟、李幸丽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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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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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金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河南永道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诉被告洛阳市宜阳县水利局、洛阳市宜阳县阳光
水岸工程建设管理处和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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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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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建、洛阳昊久石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胜生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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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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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曹洪钢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 民初 527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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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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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宏杰：本院受理上诉人于亚利与被上诉人谢学强及你健
康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豫 03 民终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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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玉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杜玉妞、张运涛、杨宗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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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8 民初
96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法
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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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广峰、洛阳市翠文玉化珠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清
水诉被告马广峰、李石、洛阳市翠文玉化珠宝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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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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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如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宜阳县人民法院二号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旺家门业有限公司、韩春立、韩江澎：本院受理原告彭
暕林诉你们及王洪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27
民初 17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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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鹏飞：我院受理原告陈小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28 民初 951 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马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
陈小永借款本金 32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
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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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达嘉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钙丰工贸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确认原、
被告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签订《河南达嘉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为 DJ-20150416）解除，责令被告返还已收的 115
万货款、豫汽车 C73L60 奥迪 Q7 一辆和岳峰所打 5 万元欠条
一张，并承担 C73L60 奥迪 Q7 车辆使用费 30 万元；2.请求判
决确认被告严重违约，并赔偿由此造成原告的各项损失
49.519 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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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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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占军，马亚辉：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永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孔占军向原告支付借
款本金 4 万元整，借款利息 2.4 万元（暂计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实际计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
马亚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请求法院判决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公告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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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三唯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曹小伟、范信格、曹留阳、曹灿兴：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正大国际广场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伊川县三唯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清还借款本金 4992361.13 元；并判令其
支付已经拖欠的利息 246836.51 元（截至 2018 年 4 月 20 日之
前的利息）；2.判令被告伊川县三唯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向原
告清还利息（2018 年 4 月 21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3.判令被
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曹小伟、范信格、曹留阳、曹
灿兴共同对上述 1、2 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4.判令被告承
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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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勇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先圈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 请求被告立即返还欠款 7656 元及自起诉之日起
的利息；2.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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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在本院行政庭开
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云虎：本院受理原告李红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1.被告偿还借款 90000 元；
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舞阳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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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步孝、管文静：本院受理原告吴军强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1.二被告偿还
借款本金 27000 元；2.自借款之日起到清偿完毕，按月息 2%
计算违约金；3.原告律师费、公告费及违约金按 2%月息计
算；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
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9 时在舞阳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瑞刚、张三英：本院受理原告田坤尧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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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豫 1104 民初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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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定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对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辽河路辽河花
园 1#楼 1 幢 16 号（房产证号：20100004664，房屋建筑面积：
137.73 平方米，总层数 6，所在层数 3）进行第一次网络司法
拍卖。详情请登录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http://sf.taobao.com/0395/01 进行查看。如有异议，请于拍
卖前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京征：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方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26 民初 1894 号民
事判决书。内容为：准许离婚；婚生儿子翟子墨由原告赵方
瑜抚养，抚养费自理（待孩子年满十八周岁，随父随母由其
自择）。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80 元，由原告赵方瑜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
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亮仕：本院受理的原告李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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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6 民初 1981 号民
事判决书。内容为：不准离婚；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480 元，由原告李连粉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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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
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得充：本院受理姚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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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1554 号
牛亚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西干道
支行诉被告牛亚运、王勇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11 民初 15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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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1489 号
新乡天禄工业有限公司、新乡市康华精纺有限公司、韩淑
云、黄兴文、黄恺征、杜坤、汪海强、崔新坤、崔天禄、段卫
青、崔新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建
设路支行诉被告新乡天禄工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华方通医
药有限公司、新乡市康华精纺有限公司、河南凤凰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韩淑云、黄兴文、黄恺征、杜坤、汪海强、薛光
华、马合新、崔新坤、崔天禄、段卫青、崔新林金融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711
民初 14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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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1282 号
赵凯：本院受理原告张会丽诉被告乔桂金、赵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11
民初 128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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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711 民初 1253 号
张利明：本院受理原告韩瑞杰诉被告张利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711 民
初 125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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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浩：本院受理原告张皓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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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林飞：本院受理原告郭进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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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良：本院受理原告董婵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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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
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娟：本院受理原告董军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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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
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会、张庆芳、林州市好利来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李卫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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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 民初 529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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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江:本院受理原告邓定章、李志新、杨立云、彭礼章、王增
福、李怀安、蒋士勇、张学生八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八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 民初 8189 号
至 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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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项荣增:本院受理原告万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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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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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年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和庄中心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