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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杰：本院受理原告董光辉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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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8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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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小涛：本院受理原告费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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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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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毛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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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8民初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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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六民：本院受理原告雷岳军诉你、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洛宁县教育局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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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六民：本院受理原告雷岳军诉你、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洛宁县教育局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雷岳军就
（2018）豫0328民初57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
法审理。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江波：本院受理原告孙麦朋诉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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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江波：本院受理原告白建设诉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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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会强、杨会斌：本院受理原告谷建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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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民初
14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城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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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会强、炊战国：本院受理原告谷建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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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 民初
14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城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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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2民初108号

王银：本院受理原告徐鹏诉被告武花娥及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2民
初1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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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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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玉珍：本院受理原告吴卓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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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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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石伟：本院受理原告杨重会诉你及刘国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 民初
12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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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31号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91民初1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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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32号

洛阳美瑜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391民初1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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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35号

曹福生：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391民初1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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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37号

刘凡瑜：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391民初1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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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39号

洛阳锦祥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391民初1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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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64号

赵三丽、洛阳格伦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91民初1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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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27号

洛阳锦祥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豫0391民初1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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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91民初1229号

董娜娜：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0391民初1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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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龙耀：原告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311民初162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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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石娃：原告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311民初16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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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久：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学敏与被上诉人李建民及你为
民间借贷即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4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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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凌士孩(又名凌瑜得)：本院受理原告朱妮妮(又名朱会云)诉
被告凌士孩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423民初3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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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强：本院依法受理孙永兵诉李强、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
司信阳分公司、信阳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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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1502民初300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上诉期限为15天，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丽：本院受理原告张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本院（2018）豫1502民初128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徐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
内偿还原告张亮借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借款
本金10000元，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
标准，从2017年8月25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确定的履行之
日止）；二、被告徐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张
亮违约金3000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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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鹏飞：本院受理原告张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本院（2018）豫1502民初128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张鹏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三
十日内偿还原告张亮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
借款本金30000元，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为标准，从2017年8月9日计算至本判决生效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二、被告张鹏飞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
告张亮违约金9000元”。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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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窦李闯与被执行人河南万丰农林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万丰公司”)、王建军、王磊、徐少杰、郭海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万丰公司的土地、厂
房和土地上的附着物（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
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
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
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三十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
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
栏依法拍卖。被执行人万丰公司厂房、土地、无证房产和附
着物总估价 2621.44 万元，起拍价 2300 万元，保证金 230 万
元，增价幅度5万元。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信
息提示、特别提示内容请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相霞与被执行人张美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依法拍卖担保财产即王翔所有的位于鹤壁
市淇滨区站前街东侧盛世佳苑 09 号楼 9 层东户（证号：
20170005080）的房产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年11月11日后登陆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文清：本院受理原告李建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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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4号
民事判决书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
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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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金东：本院受理原告李杰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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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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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伟：本院受理原告颜新新诉你、赵永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
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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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占红：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诉你及杨玲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
初4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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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平、贺红选：本院受理原告田庆超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
初76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下欠借款3万元，驳回田庆超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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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宁：本院受理原告长垣县金色阳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
李彭涛、侯艳平、韩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间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审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2904号

李洋、李蔓、段贵叶、尚美玲、蒋绍林：本院受理原告李志钢
诉被告李洋、李蔓，第三人段贵叶、尚美玲、蒋绍林执行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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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的期限为公告到期之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2416号

董千山：本院受理原告朱延诉被告董千山网络购物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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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的期限为公告到期之日起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18号

常爱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诉
被告常爱芳、新乡市聚隆置业有限公司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711民初1818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人新乡市聚隆置业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
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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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23日10时至

2018年11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
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刘志
伟所有的位于临颍县城关镇颍河东路190号房产一套。详情
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06日10时至2018年12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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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镇中山路西侧安联·11公里22号楼
3单元5层501房屋【产权证号：1301005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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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书会：本院受理原告苏志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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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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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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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遂献：本院受理原告李现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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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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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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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香萍、冯保国：本院受理原告唐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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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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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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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遂献：本院受理原告王海林诉你和秦记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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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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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超：本院受理原告王英臣诉被告张宏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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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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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7日10时至2018年12

月8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变卖以下物品：被执行人焦作市金茂源
养殖有限公司位于博爱县郑常路南五里店东租赁地上的养牛
棚、办公楼、简易钢结构棚等部分财产（详见评估报告）。联系
人：张法官 联系电话：17603917355备注：1、本次拍卖的财产
为被执行人焦作市金茂源养殖有限公司在租赁地上的部分财
产；2、该财产所使用的土地系租赁，现暂由土地的承租人在使
用，此前承租人对该财产有过修缮、维护、增加等投入；3、上述
拍品若流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
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录博爱
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2月10日10时至2018年

12月11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博爱县中山路（西路）36号博爱
县宏基中心商业广场东商业楼 2 单元 724 号、1 单元 1419、
1420、1421、1422、1423、1424、1425、1426的房产，具体事项请
登录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丛思绮：本院受理原告陈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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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等相关诉讼
材料。自公告刊登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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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逸翔：本院受理原告刘淑臣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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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同宾、杨明亮：本院受理原告刘晓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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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民初
2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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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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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莉娟、杨利卫：本院受理原告谢二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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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民初
2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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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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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勇军、李彩红、汪继甫、许昌元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执行人赵永耀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于2017
年6月7日作出（2016）豫1023执2037-2号执行裁定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认为该执行裁定
书确有错误，裁定再审，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1023民
监203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领取该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杨风亭诉被告边松克、贾
军堂、许昌亚通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南阳市分公司、河南万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决定对该案再审，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003民监73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至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石磊：本院受理原告车光辉诉被告李石磊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11民初756号民
事判决书。请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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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静华：本院已受理原告路书芳诉被告胡静华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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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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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文豪：本院受理原告焦德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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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214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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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宾：本院受理原告孙保山诉你与宋国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2民初
295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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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润成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源航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源航实业有限公司、李俊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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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411民初2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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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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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群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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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民初31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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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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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瑞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基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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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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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新科、杜延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培轶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
民初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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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亿嘉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牛瑞林诉
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牛瑞林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
告协助原告办理舞钢市垭口温州路中段东侧中央丽景小区
2号楼第3层306号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使用权证）；2、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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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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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国：本院受理原告佑旗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6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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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国：本院受理原告魏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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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8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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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彩峰：本院受理原告王丽娟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7 民初
1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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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朝斌：本院受理原告冯静静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264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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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