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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留栓：本院受理原告马明山诉被告许留栓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
0104民初6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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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保珍：本院受理的原告岳克强诉被告宋保珍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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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105民初2106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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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勇：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友谊诉被告陈志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
初2049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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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英杰、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刘五玉诉被告石英杰、河南省中小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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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4534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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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大华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雨芹、王玉萍、
王彬宇、王铁成、王凤云诉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21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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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天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孝杰、刘广聚：本院受
理原告陈骏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87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河
南天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退还原告陈骏押金100000元，刘孝杰、刘广聚负连带清偿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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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福海:本院受理原告郭旭光诉被告崔福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728民初235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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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国锁、林香稿:本院受理原告张胜强诉被告段国锁、林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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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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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
限均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法定节
假日顺延)9时30分在长垣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张鹏举与秦长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对

被执行人秦长松名下位于禹州市钧台办钧州大街北段东侧
1层门面房（产权证号为：024984号，建筑面积15.03平方米）
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位于禹州市
钧台办钧州大街北段东侧1层门面房（产权证号为：024984
号，建筑面积 15.03 平方米）。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秦长
松。拍卖法院：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人：陈付
强、联系电话：0374-2929311。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若对本院拍卖标的有
异议，自公告发出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则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
拍卖标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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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淘宝网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或直接与本院执行
二庭联系。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保胜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郭同义、马晓丽：中牟郑银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常莎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
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民终658号民事裁定
书，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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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侯金安、李林水、林筱淞、欧学平：许昌经典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诉你们与张琳悌、罗启桂、周利华、张嘉子执行异议之
诉。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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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卫华：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新许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003民初4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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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月26日10

时至2019年1月2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谭英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北大办事处八一路
103号宇华名郡10幢1至2层南起第15间（许房权证市字第
10012964号）商业用房。网址:http://sf.taobao.com 。资产处
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军利：本院受理原告宋培诉被告周东锋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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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点（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尚集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娇：本院受理原告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诉你、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中心支公司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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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运良：本院受理原告芦永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23民初2836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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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产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运良：本院受理原告胡艳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23民初2840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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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产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菊莲：本院受理原告毋彬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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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春发、杨桂香：本院审理原告刘德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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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春发、
杨桂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德海偿还借款
300000元并支付利息及违约金（以300000元为基准，自2014
年3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28日，按照月利率1.2%计算；以
300000元为基准，自2014年10月29日起至借款实际清偿之
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应扣减43000元）；二、原告刘德海
在上述款项及实现抵押权费用的范围内对被告赵春发名下
位于焦作市解放区解放中路世纪新区18号楼2单元7号房
产（房产证号：焦房权证解字第0431101755号）拍卖、变卖的
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原告刘德海的其他诉讼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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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01月16日10时至2019 年0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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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玉前路东庆都花园
18-19号楼4单元10层1003房屋【产权证号：13010018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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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得普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华锐双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平顶山市
华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吕帅军、尚楷、王少华、王乐乐：
本院受理平顶山市财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03民初4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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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航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鲁山县万通通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晶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河南方圆炭素
集团有限公司、李中伟、李笑怡、梁建生、刘秀峰：本院受理
平顶山市财信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03民初
4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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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豪武:本院受理原告梁延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3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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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韦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审原告平顶山
市煌龙农机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张彦林、王金栓、徐红宾、
徐坤彦、叶县叶邑镇安庄村民委员会、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四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再9号、10号、11号、12号民事判
决及原审原告平顶山市煌龙农机有限公司的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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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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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海营、时清海：本院受理原告艾元贵诉你们定金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11 民初
378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超：本院受理原告许福全、郑雪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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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
3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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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保良、闫漓江、马拴：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289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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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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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30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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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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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30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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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40号

鹤壁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星光电器经
营部、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鑫东正电脑工程
有限公司、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维正、
王江、王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朱高杰、李现军、王麦莲、黄增
宝、梁娅、王华礼、郭文英、范海梁：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你们、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壁
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韩国海、王春
秀、王玉新、张志恒、裴广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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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民初1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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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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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611民初1341号

鹤壁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星光电器
经营部、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鑫东正电脑
工程有限公司、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
维正、王江、王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朱高杰、李现军、王麦
莲、黄增宝、梁娅、王华礼、郭文英、范海梁：本院受理原告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你们、鹤壁市心奥食品有
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
司、韩国海、王春秀、王玉新、张志恒、裴广阳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611民初1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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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42号

鹤壁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星光电器
经营部、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鑫东正电脑
工程有限公司、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
维正、王江、王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朱高杰、李现军、王麦
莲、黄增宝、梁娅、王华礼、郭文英、范海梁：本院受理原告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你们、鹤壁市心奥食品有
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
司、韩国海、王春秀、王玉新、张志恒、裴广阳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611
民初1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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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39号

鹤壁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星光电器经
营部、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鑫东正电脑工程
有限公司、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维正、
王江、王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朱高杰、李现军、王麦莲、黄增
宝、梁娅、王华礼、郭文英、范海梁：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你们、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壁
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韩国海、王春
秀、王玉新、张志恒、裴广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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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民初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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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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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611民初848号

袁庆阁：本院受理原告骆琦诉被告袁庆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611民初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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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795号

鹤壁市健民谷朊粉有限公司、贾宝贵、王虹、陈志华：本院受
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与被告鹤壁市健民
谷朊粉有限公司、鹤壁市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贾宝贵、
王虹、郭伟、陈志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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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民初1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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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2259号

周红星、王丽娟：本院受理原告王锋诉被告周红星、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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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1民初2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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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819号

鹤壁安泰尼龙制品有限公司、李志杰、王爱芳：本院受理原
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你们、鹤壁市同信担
保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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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1 民初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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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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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611民初1336号

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
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
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鹤壁市
鑫东正电脑工程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鹤壁
市淇滨区星光电器经营部、裴广阳、范海梁、黄增宝、梁娅、
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维正、王江、王
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李现军、王麦莲、韩国海、王春秀、王
玉新、张志恒、王华礼、郭文英、朱高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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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611民
初13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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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35号

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
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
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鹤壁市
鑫东正电脑工程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鹤壁
市淇滨区星光电器经营部、裴广阳、范海梁、黄增宝、梁娅、
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维正、王江、王
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李现军、王麦莲、韩国海、王春秀、王
玉新、张志恒、王华礼、郭文英、朱高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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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611民
初1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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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37号

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
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
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裴广
阳、王精精：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
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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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611民初1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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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611民初1338号

鹤壁市溶泉商贸有限公司、鹤壁市商贸经济合作协会、鹤壁
暴福杰淇河土特产有限公司、鹤壁市心奥食品有限公司、鹤
壁汇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淇县恒新包装有限公司、鹤壁市
鑫东正电脑工程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广阳陶瓷店、鹤壁
市淇滨区星光电器经营部、裴广阳、范海梁、黄增宝、梁娅、
王红光、周献红、黄伟杰、焦利娜、李连英、邹维正、王江、王
改婷、王红军、朱玉芳、李现军、王麦莲、韩国海、王春秀、王
玉新、张志恒、王华礼、郭文英、朱高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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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611民
初13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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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营才: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县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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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如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宜阳县

人民法院二号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合田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林洁与被告鲁
红伟、樊红武、河南盛元纸业有限公司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 民初
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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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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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超：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荆艳旭与被上诉人洛阳市廛河
区大旗水暖建材商行、张闯及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在本院三楼十七号审判法
庭开庭审理。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412号

赵明学：本院受理陈秀洁申请执行你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本院（2016）豫0305民初368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
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1月14日
至15日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浅井西路瀛洲新村28
幢1-302号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
公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五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与代红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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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初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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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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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留军、冯建章：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二人与洪丰花、宋留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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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8民
初1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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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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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417号

王定佳：本院受理徐会可申请执行你与马莹为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本院（2016）豫0305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
效，因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1
月18日至19日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盛世新天地（一
期）3幢2-1301号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拍卖公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五日内来本院
执行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423号

李鹏飞：本院受理冯向利申请执行你与郭冰、马慧武为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2015）涧民四初字第596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生效，因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
2019年1月10日至11日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
17号润峰广场1-289号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拍卖公告、拍卖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五日内
来本院执行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海峰、张杰、赵宗斌、李国宝、张金龙、齐玉峰、洛阳市金莱
雅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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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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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2002
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武：本院受理原告张秋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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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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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平：本院受理原告高山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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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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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辉、鲍继光：本院受理原告郜美发诉你们与杨伟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327民初2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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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朋：本院受理原告李国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26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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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兴涛诉被告郭殿
海、贺小伟、洛阳茗嘉食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8
民初6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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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1月20日10时至2019年1月2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漯河市郾城区金山路昌建东外滩A2楼
949 号房屋 (建筑面积 69.47 平方米, 预告登记证明号：
YG2014015476）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陵
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1月13日10时至2019年1月1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
法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东段广鑫帝景城
1幢楼3单元906号房屋 (建筑面积110.28平方米, 预告登记
证明号：YG2012012751）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
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1月6日10时至2019年1月7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位于漯河市召陵区东方红路东段土地(使
用权证号为：漯国用（2012）002840 号，土地面积 8403.15 平
方米。）依法进行拍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12月8日10时至2019年2月5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46号1-2层附7号
房产(产权证号：1101059424-2号，建筑面积301.17平方米）
依法进行变卖。详情见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新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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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30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任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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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