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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诺、杜艳瑞:本院受理原告秦锦龙诉被告周延诺、杜艳
瑞、杨瑞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103 民初 1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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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淑娟、陈爱婷:本院受理原告秦锦龙诉被告姜淑娟、陈爱
婷、杨瑞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103 民初 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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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19日10

时至2018年11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许昌
市阳光大道东段北侧 15 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
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 户
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统一：本院受理原告杨磊诉被告崔统一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6950号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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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朱大龙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初
128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
调对接中心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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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辉、冯树鸿:本院受理原告曹臻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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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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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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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风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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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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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蓝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文正诉你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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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民初136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诉调对接中心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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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鑫: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中原区川达建筑机械服务部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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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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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郎志锋:本院受理原告吴遂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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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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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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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华、河南裕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贾德强、
姜保东、张中华、贾国阳、张义学、张广宣、贾廷中、张团结、
刘发群、贾德洋、张广明、张士乡、张广庆、贾廷进诉你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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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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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昱男:本院受理张利佳诉你及李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初
14586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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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昱男:本院受理张利佳诉你及邹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初
14585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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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昱男:本院受理张利佳诉你及郭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初
14583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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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昱男:本院受理张利佳诉你及郭彦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91民初
14588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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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喜妮:本院受理原告王关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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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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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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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彦川、毛金荣、朱广平、朱建军:本院受理郑州市市郊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圃田信用社申请执行朱彦川、毛金荣、朱广
平、朱建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执57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及腾
房通知书、责令履行通知书、查封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昊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杨聚才与你公司、安阳
昊澜置业有限公司、蔡世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申请人邓
银荣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105执异46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晓延、王克育、王
朔、原必云、吴冬梅、叶真秀、杨行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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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刘永美：本院受理原告赵威威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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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国峰、郑瑞利、高鹏：本院受理原告李亚璞诉被告靳国峰、
郑瑞利、高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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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立：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泉鑫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王
俊立建筑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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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0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
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玉海、胡青：本院受理原告漯河市中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2789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
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庆坦、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樊明
勋、樊会民诉被告王庆坦、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105民初117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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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松：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昊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初1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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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普：本院受理原告李辉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初15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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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10日

10时起至2018年11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莫兰
古堡波尔多干红葡萄酒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
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 .
Mo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梅鉴、郑州利友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崔小凤与被告
张国安、梅鉴、郑州利友货运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梅鉴、郑州利友货运有限公司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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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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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5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10日

10时至2018年12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
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北街2号1号院8号楼2单元21号
（郑房权证字第0201002723）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亮：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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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7室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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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东楼：本院受理原告朱合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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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民初10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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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全鑫龙:本院受理原告灵宝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赵赞阳、
魏金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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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282民初1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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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至次日上午 10 时止

（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拍卖（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
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南阳市宛城区联合街237号供
销社家属院 2 号楼东单元 5 楼东户，房屋所有权人为庞建
新 ，共 有 人 为 孙 伟 ，房 产 证 号 为 宛 市 房 权 证 字 第
1001004634-1 号，共 6 层房屋，所在层数为第 5 层，砖混结
构，建成于1996年，设计用途为成套住宅，房屋性质为集资
建房，建筑面积为93.97平方米，评估价为476400元，起拍价
为428760元，保证金40000元，加价幅度4000元，保留低价
为428760元。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2月7日止（节假日
休息）接受咨询，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消息为准。标的物情

况介绍摘录自评估报告。咨询电话:0377-61661138 手机：
16637769690 贾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77;联系
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宁：本院受理原告张成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02民初249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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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小花、任兰兰、任文君、任鑫盛（任鑫胜）：本院受理原告任
小铭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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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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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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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亚亚：本院受理原告刘冬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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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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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亚亚：本院受理原告董敬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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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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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明亮：本院受理原告冯志征诉你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82 民初
1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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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阳：本院受理原告崔世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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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民初2489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富贵：本院受理原告陶秀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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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 民初
20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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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那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焦
作市风景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11执1270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被执行人
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
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古迎善：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贺凤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11执
130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云霞、席文忠：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张玉梅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811执129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风险告
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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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西川：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厂有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11执
144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西川、宋冬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厂有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811执144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
风险告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西川、宋冬玲：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厂有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811执144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
风险告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们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祁豪锐：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曹洁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811 执
148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被
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超、张爱庆、原星、张瑞可、任利民、郭备战：本院受理原告
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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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00时在本院第7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海群、郭小云、宋志勇、郭在清、于宏伟、李红斌、朱强、
刘兰生：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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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
作日上午 10：30 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清桐、汪先成、胡圣兵：本院受理原告张见立诉你三人建
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三人公告送达（2018）
豫0883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限你三人于判

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工程款97006元；案件受理费2225
元，由你三人承担。限你三人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西虢中心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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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何建、李天广：本院受理原告杨金权诉你二人及焦作锦浩化
工有限公司、孟州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0883民初126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判决你二人与被告焦作锦浩化工
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借款50000元及利息；被告孟州市汽车运
输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
被告焦作锦浩化工有限公司及你二人承担。限你二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西虢中心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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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生云、陈朋明：本院受理原告汤恒丰诉被告陈生云、陈朋
明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883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审监庭领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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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铃：本院受理原告粱亚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3民初82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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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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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耀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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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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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B3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顺水轮胎有限公司、洛阳沄沣商贸有限公司、偃师市飞
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强、杨珂、李峰、杨利、姬利利、
姬利涛、蔡孝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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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顺水轮胎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699999.99元及
利息（利息含罚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为
937648.30元，从2017年12月1日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罚息利率执行）2.判令被告洛阳沄沣商贸
有限公司、偃师市飞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强、杨珂、
李峰、杨利、姬利利、姬利涛、蔡孝丽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十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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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孝义、郭春红、梁振红、翟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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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判令被告董孝义、郭春红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69043.44
元及利息（利息含罚息、复利，暂计算至2018年5月10日为
188710.8元，从2018年5月10日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
照借款合同约定罚息利率执行）2.判令被告梁振红、翟双景对
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四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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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绍统商贸有限公司、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张晓
飞、张红涛、王春格、刘小丽、张振海、李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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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在答辩期内向本院提出管辖
权异议，本院作出（2018）豫0311民初3672号民事裁定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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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2018）豫0311民初3672号民事裁定
书，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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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十一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明明、许盼盼：本院受理原告冯永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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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莉：本院于2018年10月25日受理徐江波申请执行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豫0306民初29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6执
36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限制消费令、裁
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会利、王西海：原审原告袁中兴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06民监3号民事裁
定书，本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
原调解书的执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洪波：本院受理张明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27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限被告赵洪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明辉借款本金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北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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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兵艺：本院受理买帅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20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限被告马兵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
马兵艺借款本金10000元及自2018年3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北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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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盼强：本院受理原告范校宗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2民初73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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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