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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杰：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金融不良债权
追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参加诉讼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代偿款 46223.49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8 年 3 月
28日代偿时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7月20日
暂为1284.44元，本息合计暂为47507.93元，准确利息计至实
际结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三被
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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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5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五杰：本院受理原告崔荣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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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1583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莲庄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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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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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师琳周、洛阳宝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洛
阳宇航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白磊及你为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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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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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5)洛民金初字第11号

焦作市河阳酒精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广融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郭社军、昌灿红：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东支行与被告河南兴隆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北山
江重工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在法定上诉期内，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凯东支
行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梦哲：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金融不良债权
追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文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参加诉讼通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代偿款107238.51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8年3月
28日代偿时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2018年7月20日
暂为2979.89元，本息合计暂为110218.4元，准确利息计至实
际结清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由三被
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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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5号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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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占国：本院受理原告杨会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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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11民初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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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郭新旺与被执行人刘军、张春菊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刘军、张春菊所有的位
于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农行家属院 3 号楼（房产证号：
1401002552）的房屋进行网上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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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尚立珍、王风勤：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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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 民初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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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家祥、杨秀丽：本院受理原告徐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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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1502
民初487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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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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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龙：本院已受理郑州振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211执17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
消费令。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国：本院已受理吕贻廷申请执行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11执88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3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211执1085号

席磊、王俊丽、席克俭：本院受理谷盼盼申请执行席磊、王俊
丽、席克俭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谷盼盼申请执行本院
（2017）豫021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11执108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
令、执行决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211执1566号

赵恒炜：本院受理彭彦伟申请执行赵恒炜买卖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执1566号执行
通知书。责令你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司海生、高振荣:本院受理原告翟永欣(陈娟) 诉你二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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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2月1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司海生、高振荣:本院受理原告朱帅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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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2月1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兵、刘辉: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兵、刘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 0203 民初 917 号、9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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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风雨：本院受理郭永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9年2月22日下午4时30分在本院九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梅金生、郑福增、孙红敏、王国福、信丙贤、楚力萌、李耀民、
韩红军：本院受理原告许昌泰兴建筑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诉被告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政府、第三人许昌市烈士陵园管
理处确认拆迁行为违法及行政赔偿纠纷两案，因你们与该
两案有利害关系，法院依职权追加你们到庭参加诉讼，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两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念会：本院受理原告新郑市中原泡沫材料厂诉你买卖合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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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钢之家钢板贸易有限公司、河南省东鑫彩板有限公司、
河南清雅品尚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坤宇置业有限公司、河南
泽辰置业有限公司、杨艳军、杨彦辉、李学正、王书青、李辉、
王书明、赵桂琴、白江涛、马长玉、马文平：本院受理原告任
帅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豫0184民初6264号】，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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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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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路与双湖大道交叉口向东
800 米宽视界 B13 号楼 3 单元 7 层 702 房屋【产权证号：
1601020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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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连臣：本院受理原告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702 民初 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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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
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红梅、刘少林（曾用名刘勇）：本院受理原告李彩霞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1502民初2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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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积军、魏玲：本院受理原告杨涛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阮金海：本院受理原告关建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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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民初3586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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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明建、张醉：本院受理原告杨绪国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
1502 民初3815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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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金海：本院受理原告贾罗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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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民初3587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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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金海：本院受理原告贾罗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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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民初3585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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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海、李红：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张新建诉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的（2016）豫1502执719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勇：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陈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
（2015）信浉民初字第671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异议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汉华实业有限公司、张卫军、黄娟、但瑜、张卫民：本院

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平桥支行诉你们等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1503民初1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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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洋、王莎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阳平桥支行诉你们及信阳傲胜茶业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503民初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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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殿生：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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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2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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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相甫：本院受理原告洪学岭诉你、乔利红、任留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2民初2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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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吉敬奇、杜干争、陈卫林：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鲁
河信用社诉被告吉敬奇、李忠洪、杜干争、单彦林、陈丕立、
陈卫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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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4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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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利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濮阳市恒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的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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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现民（孙宪民）、孙福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亚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民初字第3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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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建营：本院受理原告刘长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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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 民初 1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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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玉霞、李西斌：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华龙区金源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徐广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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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进林：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申请执行卢进林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生效的
(2017)豫0902民初6256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 0902 执 370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
告期满后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采取查封、冻结、罚款、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执行
措施，直到案件执行完毕。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相凯：本院受理原告安桂花诉被告张相凯民间借贷纠纷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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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作伟：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申请执行李作伟信用卡纠纷一案，依据本院已经生效的
(2017)豫0902民初589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 0902 执 3702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
满后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采取查封、冻结、罚款、拘留、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执行措
施，直到案件执行完毕。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志广、宋文君:本院受理原告李慧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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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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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首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汤海峰诉你单位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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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远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银江纺织有限公司、
段艳明、王伟霞、王玉娥: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 民初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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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泽峰:本院受理原告文峰区相东租赁站诉张知强，孟志国
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8)豫0502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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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汤阴乐地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辛林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交付房产并办理产权登记。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岷庆:本院审理原告郑海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26民初76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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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青、陈志国、李剑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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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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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国龙、李春青、安阳市建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北支行诉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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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兰兰:本院受理原告常伏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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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民初277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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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浩源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申晓波:本院受理原告
岳贵生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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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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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建筑旅游环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户林美、郜伟、尤金风、张志强、秦旺生：原告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东姚信用社与被告户林美、郜伟、尤金风、张志
强、秦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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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1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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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陵县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2月9日10时至2019年2月6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民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变卖）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南京
路北神火大道东临街楼103-105铺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电话：0370-7763020/（17603708879）吕法官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占文念:本院在执行刘国民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中，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3执1191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责令你向刘国民支付欠款 3900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10元，执行费491元。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2月24日10时至2018年12月25日10

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郭
从恩名下位于舞钢市朱兰健康路中段东侧土地一宗及地上
建筑物和一切附属物，进行公开拍卖。咨询方式：2018年11
月23日8时至2018年12月23日16时止接受咨询。详细情
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中的需求和说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12月11日10时至2018年12月12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网络平台上，对汝州市福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汝州
市朝阳路“福地国际花园”D 区的 8 套商铺进行公开拍卖。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8 年 11 月 24 日起至
2018年12月10日15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自行看样)。详细
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0375- 2862777， 15937501886 ( 仝)， 监 督 电 话:
0375-2862230，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
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刘土聚、刘晓申请执行乔双根、乔治、马会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相关机构对被执
行人乔治名下位于长葛市益民街中段南侧（房产证号：
00002826）房产进行了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乔治名下位于长葛市益民街中段南侧（房
产证号：00002826）房产一套。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及评估、拍卖价格：乔治名下位
于长葛市益民街中段南侧（房产证号：00002826）房产一套的
评估价为553700元，经合议庭合议建议将评估价553700元
为起拍价、保证金50000元，加价幅度为3000元。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
于拍卖日前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加竞买；优先购
买权人届时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其他参与竞买的个人和单位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
卖底价的、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
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登录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