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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颂、郭静萱:本院受理原告王保洲诉被告李颂、郭静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3民初722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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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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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冲：本院受理原告魏永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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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开庭审理此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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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3号

王建伟、李红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科技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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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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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扬飞、魏娟娟、赵喜雷、赵维峰：本院受理原告吴遂年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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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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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舞:本院受理原告祁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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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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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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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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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勇:本院受理原告孔令峰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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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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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军良:本院受理原告秦益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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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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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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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明宏置业有限公司、李江：本院受理原告王琰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柳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彬：本院受理原告春付忠诉被告王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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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施亚娟：本院受理原告邵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21民初164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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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安顺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保省诉你公司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1726民初24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
由你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孙保省运费
123606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本案诉讼费共计3472元由你公
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瑞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保省诉你
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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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6民初2448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令由你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偿还原告孙保省运
费8686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共计3102
元由你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19日

10 时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
拍卖：梁洪周名下龙工牌 FD30 叉车一辆。网址:http://sf.
taobao.com 。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世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金峰诉被告苏东
东与你单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1024民初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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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河南森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黄洪前诉被告河南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82民初512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附上诉状主要内容如下:
一、裁定撤销长葛市人民法院(2018)豫1082民初512号民事
裁定书,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或依法将本案发回
重审。二、本案上诉费又被上诉人承担。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0月29日10时至2018年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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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变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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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舒帅：本院受理原告卢亚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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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4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龙湖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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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路街道办事处人民路西段北
侧金帝商贸城A座242号房屋【产权证号：1201005314】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
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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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路街道办事处人民路西段北
侧金帝商贸城 A 座 321 号、322 号、323、324 号房屋【产权证
号：0901001446】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2日10时至2018年1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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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党校北侧、郑韩故城墙南侧锦
和嘉苑16幢1单元1层101号房屋【合同号：14000896281、土
地证号：新土国用（2013）第258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详 情 详 见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
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11日10时至2018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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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城路东段北侧润泰花园10号楼
2单元6层601房屋【产权证号：1401006069】进行第二次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12?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
市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华军磊：本院受理原告井秋霞、王蒙南、王蒙旗、王华、张好
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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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
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齐：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苗齐偿还原告
贷款本金 236857.39 元和利息 3719.55 元（含罚息）（暂计至
2018年3月26日），并支付罚息和复利从2018年3月26日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 截 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 本 息 合 计
241517.43元；2.判令被告苗齐以抵押房产洛阳市瀍河区北
盟路8号院龙腾苑1-3-502号对上述债务及诉讼费等实现
债权的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原告对处置抵押物所
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苗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
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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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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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尽杰、洛阳安厦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
判令被告裴尽杰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81895.29 元和利息
1191.69元（含罚息）（暂计至 2017年11月21日），并支付罚
息和复利从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截至
2018年2月27日本息合计83835.47元；2、判令被告洛阳安
厦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两
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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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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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成伟、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赵成伟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267854.25元和利息16098.56元(含罚息)（暂计至 2017年12
月11日），并支付罚息和复利从2017年12月11日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欠本息合计为 287610.57
元；2、判令被告洛阳市鹏燕翔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
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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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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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虎飞：本院对原告陆义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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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王虎飞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
原告陆义官借款本金15万元及从2018年2月15日起至本金
付清之日止按月息2%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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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宝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
阳腾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重阳、刘春玲、王静静、畅世
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16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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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洛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单振峰诉董红霞、
赵海峰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按驳回单
振峰的诉讼请求处理。限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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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单振
峰不服本判决，已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
依法撤销（2018）豫03民初94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不得
执行洛阳市高新区芙蓉路芙蓉小区50幢房产第七层（顶层）
除最北部约170平米（有产权证）以外的700平左右之房产；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殷洪敏：关于申请人王敏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殷洪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洛阳市涧西区青岛路29天鹅堡1
幢1-301号房产价值移送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估。现公
告送达告知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选择司
法评估机构通知书、司法鉴定对外委托告知书及相关事宜，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你方当事人或委托代
理人于公告期满后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428室
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估机构及相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
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行。公告期满后第15日10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同本院执行局及技术科、申请执行人、评估
机构，共同对上述房产进行现场实地勘察。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灿、林尾凤：魏爱丽依据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做出
（2016）豫0311民初3824号民事判决书申请执行徐建灿、林
尾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执行。因你们未按生效
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执行中本院依法将查封你们名下的位
于洛阳市西工区建福路东侧洛阳天城一品 A6 地块 3 幢
1-1901 号房产委托河南远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
估，现将河南远志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估价报告编号为：豫
远志评字（2018）F-127号房地产司法鉴定估价报告公告送
达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
期满后，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拍卖。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博马农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杨国栋、李润先、徐黎
明、孙红伟、李茂生、卢王玲：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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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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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
有限公司、李雅利、王海涛、白国政、白晓静、李国政、杨晓
利、曹文治、白灵云、范俊芳、王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
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
272140.46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
代偿金额61816.8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9
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59864.18元
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12月26日起计算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149595.5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
的标准自2017年6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
偿金额863.96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7年6月28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暂计至2018年4月
8日合计为 70647.68元，起诉之后的逾期利息另行计算）；2、
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伊川县
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李
雅利、王海涛、白国政、白晓静、李国政、杨晓利、曹文治、白
灵云、范俊芳、王彩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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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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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
司、李雅利、王海涛、白国政、白晓静、李国政、杨晓利、范俊
芳、王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富
威焊剂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327714.29元并向原告支付
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代偿金额55573.83元为基
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6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61816.8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
准自2016年9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
额59864.18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12月26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149595.51元为基
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7年6月27日起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863.96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
自2017年6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暂
计至2018年4月8日合计为94989.02元，起诉之后的逾期利
息另行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
司、李雅利、王海涛、白国政、白晓静、李国政、杨晓利、范俊
芳、王彩华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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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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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龙泉鑫磊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阳市智伟磨料有限公
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曹世浩、康静、范俊芳、范玉
芳、曹治伟、董亚卫、曹岩岩、路统、李洪涛、郭盼盼：本院
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伊川龙泉鑫磊磨料磨
具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 89911.54 元并向原告支付逾
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代偿金额 42738.82 元为基
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7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47172.72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
准自 2016 年 8 月 22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
息暂计至 2018 年 4 月 3 日合计为 35305.26 元，起诉之后的
逾期利息另行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智伟磨料有限
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曹世浩、康静、范俊芳、范玉
芳、曹治伟、曹岩岩、路统、李洪涛、郭盼盼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伊川龙泉鑫磊磨料
磨具有限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的动产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
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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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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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
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白天森、范俊芳、王彩
华、李正辉、范胜飞、范武军、刘利娟、白晓静、白国政、曹文
治、白灵云、赵瑞勤、吴文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546619.42
元本金并支付逾期利息（以代偿金额101288.17元为基数，自
2016年6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以代偿金额150075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1日起按
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
148443.75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
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146812.5元为基
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4月8日为185354.03元）；2、
依法判令被告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阳鑫阳
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司、伊川县威隆
焊剂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伊川县亿
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白天森、范俊芳、王彩华、李正辉、范
胜飞、范武军、刘利娟、白晓静、白国政、曹文治、白灵云、赵
瑞勤、吴文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本
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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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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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伊川县金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伊
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博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皇厨餐饮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
阳市辰诺贸易有限公司、曹义如、王利坡、李正辉、刘静、范
涛、曹义刚、李晓利、李洪涛、郭盼盼、范俊芳、王彩华、曹文
治，白灵云、宋小立、范利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
令被告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187404.34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代偿金额
73644.71元为基数按照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9月30日起
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代偿金额72737.44元为基数按照
每月2%的标准自2016年12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以代偿金额 41022.19 元为基数按照每月 2%的标准自
2017年6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暂计
至2018年4月8日合计为58459.76元，起诉之后的逾期利息
另行计算）；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向原告
支付担保费 39101.36 元，并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
39101.36元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29日起按每日0.5‰的
计算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2018年4月10
日为13920.08元）；3、依法判令被告伊川县金帝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博腾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洛阳皇厨餐饮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
限公司、洛阳市辰诺贸易有限公司、曹义如、王利坡、李正
辉、刘静、范涛、曹义刚、李晓利、李洪涛、郭盼盼、范俊芳、王
彩华、曹文治、白灵云、宋小立、范利风对上述第1、2项诉讼
请求中被告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应偿还、支付款项承担
连带偿还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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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在本
院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东辉、闫垒杰：本院受理原告张正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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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福瑞实业有限公司、汝州市新强商贸有限公司、陈红
波、何俊峰、李小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汝州市福瑞实业有限公司、汝州市新
强商贸有限公司、陈红波、何俊峰、李红彬、王彩侠、李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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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18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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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亚昆：本院受理原告周光志诉被告鲁山县汇客多购物中心、
柴亚昆、刘胜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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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张刚正、李保祥诉被告林木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
初30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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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亚昆：本院受理原告刘明珠诉被告柴亚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
29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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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木：本院受理原告康新志诉被告林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300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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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东伟：本院受理原告程船海诉被告周东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3民初
29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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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本新：本院受理原告黄成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欠款
数额分别为10万、60万、150万，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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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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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第
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