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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同创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坤、许宏涛：本院在执
行刘菊梅与郑州同创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申请执行人刘菊梅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被申请人
李坤、许宏涛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执异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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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8849号

徐明涛:本院受理原告胡家明、董欢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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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5 民初
18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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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并交纳上诉
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葛艳华:关于申请执行人董欢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2015)二七民二初字第
116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董欢欢
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6年11月15日以(2016)豫0103
执3696号立案执行，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查明，你名下位于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果园路35号院4号楼1单元5层0503号(房
屋证号: 1401164253)房屋已于 2015 年 5 月 21 日被我院以
(2015) 二七民二初字第1162号民事裁定书依法保全查封，
因你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我院以(2016) 豫
0103执369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你名下的房产予以拍卖，
因拍卖需要，现需对上述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
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公告送达后
第5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择
评估机构及办理评估、拍卖的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则视为放
弃选择评估机构、你名下房产评估报告异议的权利，本院将
随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送达评估报
告不再另行公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双枪:本院受理原告张利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91 民初 18582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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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枝:本院受理原告姜爱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23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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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枝:本院受理原告赵菊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民初123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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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鹏飞、熊景会、王军、王金灯、张勇庆、郭闯、洛阳金灯商贸
有限公司、徐永，杨帆、张震中、王玉梅、付永强、朱艳利、赵
习林、靳献伟、张萍萍、申攀、张荣和、王银贵、洛阳泰禾商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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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山峰、河南金鼎中源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金鼎混凝土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冠军诉你们、被告王荷英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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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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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4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2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山峰、河南金鼎中源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金鼎混凝土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迎娟诉你们、被告王荷英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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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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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14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3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阮秀云：本院受理原告周正奇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2489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418000 元。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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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兰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市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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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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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
速裁二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卫国：黄永利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8399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于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
院（2018）豫0105民初895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未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朝霞：本院受理河南正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22554号
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依法将焦朝霞名下车牌
号为宝马 mini 车辆一台（车架号 WMWZE3105ET700401，
发动机号B772J538N16B16A)予以查封、扣押。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946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车辆清偿债务。限
你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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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媛媛：本院受理原告毛红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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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26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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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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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12320号

王晓珂: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路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8) 豫 0105 执 12320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
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8) 豫 0105 民初 17630 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晓珂名下
位于新郑市龙湖镇泰山路南侧龙泊圣地龙腾12号楼1单元
102（产权证号: 豫（2017）新郑市不动产权第 0008765 号）的
房产一套。 现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
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
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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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
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2321号

刘清: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
路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18) 豫 0105 执 12321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
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 0105 民初 1762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刘清名下位于郑州
市上街区许昌路西段26号院16幢2单元601号（产权证号:
豫（2016）上街区不动产权第0000823）的房产一套。现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
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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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2322号

王庆红: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路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8) 豫 0105 执 12322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
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8) 豫 0105 民初 5500 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义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王庆红名下位于
郑州市上街区登封南路17号院1幢3单元30号（产权证号:
上068409）的房产一套。现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
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
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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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
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2323号

李颜宾、闫海霞: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花园路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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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执12323 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送达
之日起5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1021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李颜
宾名下位于郑州市上街区孟津路79号院2幢3单元35号(产
权证号:上065047)的房产一套。现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
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
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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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2305号

刘建坡: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
路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105执 12305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
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履行本院作
出的(2017)豫0105民初549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9日将你名下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政七街28号B座1单元16层南1号（产权证
号: 1601187787）的房产一套予以查封, 后因本案件对上述查
封财产享有顺位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8 年11月26日将上述房产移送本院
执行。现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
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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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 本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2310号

桑秋娟、刘进伟:本院已立案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花园路支行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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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执12310号执行通知书、
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送达
之日起5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5498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了桑秋
娟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兴隆街8号2号楼15层1504号（权
证号:豫（2016）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9762）的房产一套。
现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
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
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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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7304号

王建锋、河南科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业
豪幕墙有限公司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7304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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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执13980号

姜伟、王亚红: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关虎屯信用社
申 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 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 豫0105执13980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定书, 责令你们于本公告
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2017) 豫
0105 民初 7035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 逾期未履行
的, 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姜伟名下位于金水区农业路东
27 号院 2 号楼 2 单元 28 号 (产权证号: 0501014916) 房产一
套, 予以评估、拍卖 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
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
通知 你们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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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汝生：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朱永奎诉你和原审被告李飞、李
浩、左明喜、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1602民再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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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永国、姜随群、杨瑞华：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王进才、牛玉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上诉人王进才、牛玉环就（2018）豫0811民初1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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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芳：本院审理原告冯国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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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 0811 民初

27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韩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冯国松偿还借款3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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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涛：本院审理原告洪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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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0811民初25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洪涛偿还借款7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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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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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茜、冯秋云、冯爱云、冯海林、冯治良、冯敬云、冯小五、冯
春玉：本院受理原告宋艳、冯树高与被告冯春玉、冯春亚、冯
冰丽、冯树天、樊淑芳继承纠纷一案，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
加王茜、冯秋云、冯爱云、冯海林、冯治有、冯治良、冯敬云、
冯小五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811 民初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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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茜、冯秋云、冯爱云、冯海林、冯治良、冯敬云、冯小五、冯
春玉：本院受理原告宋艳、冯树高与被告冯春玉、冯春亚、冯
冰丽、冯树天、樊淑芳继承纠纷一案，审理中，本院依职权追
加王茜、冯秋云、冯爱 云、冯海林、冯治有、冯治良、冯敬云、
冯小五为本案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12
日作出（2017）豫0811民初2134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宋艳不
服，于2018年12月6日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上诉状副本。你可自行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如不来领取，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保军、司菊平、卫华、张小红、王新芳：本院受理原告焦作
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张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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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民初1759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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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红霞、路志永、史磊、侯国胜：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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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民初192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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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兰桂气流纺有限公司、赵功文、焦作市亚琪电器有限
责任公司、张国庆、张仙鹏、许秀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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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11民初1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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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辉：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侯
素、侯建国、侯素珍、张小玲、李德才、郝小妞及你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811民初1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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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斌、李莉、朱丽娜、代贵生、贾晓林、贺保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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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11
民初1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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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梦瑶：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利霞与被告张梦瑶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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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02民
初28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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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皇甫幼富、程连花、陈宏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同领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802民初28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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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玉丽、齐卫兵：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桂莲与被告刘玉丽、齐
卫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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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802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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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玲：本院受理原告李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83民初181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限你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李萍5万元及利息
（利息从 2018 年 7 月 4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计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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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
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宏博：本院受理原告梁小涛与被告陈宏博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184 民初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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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瑞峰：本院受理原告徐英军与被告邵瑞峰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84
民初5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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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有志: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平海诉你生命权、健康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626 民初
2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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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乾坤：本院受理原告杨卫兵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21民初3149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许乾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杨卫兵油款10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480元，由被告许乾坤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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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辉、黄莉:本院受理原告王广明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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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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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晓光:本院受理原告王辉与被告江西安源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丁晓光,王传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2018)豫0225民初3733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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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管辖权异议上诉状，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十五日。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海：本院受理原告晁建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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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冠业：本院受理原告朱振举诉你与江红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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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树峰、贺世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早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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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振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221民初13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谢振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河南杞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
年10月31日至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月利率9.12‰）；驳回
原告河南杞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240元，由被告谢振宽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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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涛、靳振伟、刘兴涛、杨文乐、杨长明、卢万生、李志刚：
本院受理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申请执行你们挂靠经
营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自动到开封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理车辆过户手续，逾
期仍不办理的，视为自动解除挂靠。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海平：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804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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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赖伟云、驻马店市华达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洪朝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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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年3月4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0日10时至2018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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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路东段渔夫子路东侧易居时
代2号楼1单元10层1002房屋【产权证号：1401011424】进行
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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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0日10时至2018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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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店镇世纪大道西薛店派出所后
祥源逸品5号楼2单元402室房产【预售证号：1500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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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0日10时至2018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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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东路36号11号楼2
单元5-6层13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1301157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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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12月30日10时至2018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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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豫A953HW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一辆进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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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7日10时至2019年0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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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国道东侧富源花园5
号楼2单元1层101号房产【权证号码：1401014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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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7日10时至2019年0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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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湖大道南侧（双湖花苑）
6号楼1单元5层501房屋【产权证号：10010055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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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17日10时至2019年0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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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路北侧康庄大道东侧3号楼2
单元23层2302房屋【合同号：13617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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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月15日10时至2019年1月16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守敬路兴新街一巷6号的房产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
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