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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茂：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市金水区万盛租赁站诉被告河
南勤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河南壹晨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魏
茂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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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双军、河南凌维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恒越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郭芳诉被告邵双军、河南凌维置业有限公
司、河南恒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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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霞、蒋铁良：胡俊勇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04民初561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权利人胡俊勇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
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2018）豫0105执9213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
动履行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蒋铁
良名下位于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恒通路东，小陈村北锦绣
家 苑 49 栋 1 单 元 6 层 49-1-601 号 的 房 产（合 同 号 ：
ZM13001391985）用于清偿债务。另责令你们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东杰：本院受理原告靳立荣、刘丽丽、李林峰诉被告你、河
南和艾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许萍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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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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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娟、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秋成诉
被告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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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娟、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秀彩诉
被告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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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铁根、杨建华、李平、陈永保、田文波、李艳玲: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楷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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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雪英:本院受理原告李福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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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经纬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胡留记诉
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 2017)豫0191民初178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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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30142号

春配霞:本院受理的原告卢满诉被告春配霞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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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民初30504号

李春凤、李君：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桂杰诉你们及王振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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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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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分在本院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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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乾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
被告郭志华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14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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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旭光煤炭供销有限公司、王玄、余恭良、刘永召、余敏、
朱会德：本院受理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
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永现：本院受理原告王冬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2民初3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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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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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融汇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马群阁、牛振亚：本院受
理原告高晋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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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凌尔美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彭昉诉被告郑州
市金水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第三人郑州凌尔美
商贸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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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区三楼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乐尔览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彭昉诉被告郑州
市金水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第三人郑州乐尔览
商贸有限公司工商行政登记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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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区三楼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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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执行人河南金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新昌、钞金、
刘栋军、田孝峰、季淑玲、朱喜明、宋付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河南金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九州路 25 号房产（权证号：鹤房权市字第
1201007232）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喜风与被执行人郭毓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郭毓欣所有的粤BJ1908
号奔驰牌轿车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
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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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开

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崔锡凯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将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2 月 8 日 10 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开封市大梁
路与西环路交叉口东南角银地商务广场一二层连体 20 号
（汴房地产权证第234965号）的房产，现予公告。联系人：张
法官、田法官。咨询电话：0371---23809875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开

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将于
2018年12月7日10时至2018年12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
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开
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开封市大梁路与西
环路交叉口银地商务广场一二层连体01号（汴房地产权证
第233383号）、21号（汴房地产权证第234964号）的房产，现
予 公 告 。 联 系 人 ：张 法 官 、田 法 官 。 咨 询 电 话 ：
0371---23809875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根生、曾春霞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将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2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开封市大梁路与西环路交叉口银地商务广场 C 号
楼 1-2 层 21 号（汴房地产权证第 237631 号）、开封市大梁
路与西环路交叉口东南角银地商务广场3层02号（汴房地
产权证第 233385 号）、13 号（汴房地产权证第 233387 号）、
310--316 号（汴房地产权证 237639 号、237640 号、237636
号、237637 号、237633 号、237632 号、237629 号）、开封市大
梁路与西环路交叉口东南角1-2层03号（汴房地产权证第
235161号）、04号（汴房地产权证第235160号）、13号（汴房
地产权证第235159号）、18号（汴房地产权证第235162号）
的房产，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田法官。咨询电话：
0371---23809875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善坤与被执行人张祥中、李

贵山民间借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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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开封市禹王台区人
民法院）公开拍卖执行人李贵山名下的宝马牌小型轿车（车
牌号：豫 B17113）一辆，现予公告。联系人：张法官、田法
官。咨询电话：0371---23809875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九菊: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申请执行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执行后，于2018年5月16日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5执28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风险告知书，限你2018年7月18日前按照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但你未履行，申请执行人向
本院申请对你名下位于开封市龙成香榭里花园C区2号楼3
单元2层202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特
委托河南宇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名下开封市龙成香
榭里花园C区2号楼3单元2层202号房屋进行评估，该公司
作出豫濮宇达评字[2018]1009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评估价
值为100万元，拍卖保留价为80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上
诉评估报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该评估
报告有异议，应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申
请。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瑞峰、陈兴枝：本院受理原告邢海燕与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21民
初25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徐瑞峰偿还原告借款
3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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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龙:原告马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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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民初2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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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青香、牛玉荣、陈玉花、王国锁、王莹: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贞
喜诉你、王建国、王惠敏、王晓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03民初70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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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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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新建：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巍与你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进入司法评估程序。申请人李巍申请对你名下位于胜利

路南段新盾嘉苑1单元1-2层115号、胜利路南段新盾嘉苑
1 单元 1-2 层 215 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GF—2000—
0171/0808743、GF—2000—0171/0808726）的房产予以评估、
拍卖。现依法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效证件自公告期
满后第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509室选定
评估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按有关程序进
行。同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后三日内来我院确定现场
勘察事宜，逾期本院将组织现场勘察，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
初稿，你应在作出初稿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对
初稿有异议在领取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
初稿认可，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告出具三
日后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恒鼎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东诉你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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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节
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科：本院受理原告朱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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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宝珠：本院受理上诉人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郑磊、原审被告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路河分理处以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二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东：本院受理（2018）豫1302民初5472号原告赵芬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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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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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公告期满
第三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白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京律:本院受理原告毛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02民初3667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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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明：本院受理原告魏万廷诉你（2016）豫 1302 民初字第
4936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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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6225号

王英勇:本院受理原告赵富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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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原告赵富保的诉
讼请求为: 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款38000元; 2、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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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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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卧龙区人民法院七里园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静:本院受理原告高小峰与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判
决。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303
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不准予原告高小峰与被
告王静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高小峰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蒲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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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2418号

郑国军、王荣勤：本院受理原告刘来周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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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潦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长根：本院受理原告王庆民、方云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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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
1303民初16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长根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庆民、方云欣偿还借款
135000元。二、驳回原告王庆民、方云欣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0元，由被告杨长根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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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克举:本院受理的李民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8)豫1303民初5768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
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州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阳永基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勇梅、王晓红诉你合作开发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
1326民初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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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银杰：本院受理原告张伟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6民初2436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重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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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银杰、石金斗：本院受理原告井元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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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民初
22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重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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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清凯：本院受理原告中方阀业淅川制造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1326 民初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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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长英：本院受理原告多士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6民初3051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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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2019年1月10日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无故不
到庭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娜、牛书范：本院受理原告李世彦与被告宋晶、孟娜、牛书
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 1324 民初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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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文召：本院受理原告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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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324民初1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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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印付（曾用名赵银甫）、王金风：本院受理原告王中印诉你
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1329民初19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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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庆：本院受理原告罗群芳与你、肖建平、王霞、冯银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肖建平就（2018）豫1329民初2068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盛宗礼、马小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邓州支行诉你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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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民初2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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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冠军、张新平、张书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坤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41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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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庆东：本院受理的原告平顶山市再就业小额贷款担保中
心诉被告张庆东、周兵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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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审判庭（307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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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进三、杨延宏:本院受理原告荣中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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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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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亚彬、陈赛博、孙新富、杨爱平、河南世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聂军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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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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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兴平房地产开发公司：本院受理许静、孔德青、孔
令伟、孔令珍、英立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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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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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310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中华:本院受理原告韩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18）豫1628
民初3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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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彦垒、陈荣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鹿邑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1628民初294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河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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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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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超: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628民初282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宋河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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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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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芮天成：本院受理原告洛宁县惠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卓书民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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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瞾丰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厦门泉舜集团洛
阳置业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一案，原告请求：1. 判令被告
将案涉租赁房屋恢复原状并返还原告；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租金、房屋占有使用费 14173.6 元，迟延履行违约金 1093.4
元，并赔偿原告物业费、水费、电费等损失2117.3元（房屋占
有使用费、迟延履行违约金及各项损失费用暂计算至原告
起诉之日，应付数额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3.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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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李楼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