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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廉晓兵、马建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28 民初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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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磊：本院受理原告张小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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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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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向前弹簧有限公司、徐红亚、王利改：上诉人李建锋、李
纪红、郑州市杰梆电缆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赵东林，原审被
告徐红亚、王利改、郑州市向前弹簧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的（2018）豫03民终5144
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宾：本院受理原告王朋、王二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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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 日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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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上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建、刘娜：本院受理原告高朝文与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
初3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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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浩南：本院受理原告王坤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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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娟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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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张冰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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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张琳琳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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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方成兰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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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方春兰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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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方玉珍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29民初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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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建、刘娜：本院受理原告高朝文与你们为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初
3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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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国和：本院受理原告贾顺焕与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初3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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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素依：本院受理申宏敏、刘素依诉西峡县宴天下酒店生命
权纠纷一案【（2018）豫 1323 民初 1988 号】，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23 民初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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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东武、张冉：本院受理的原告封彦卉诉被告乔东武、张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 1323 民初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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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雄、靳景莲、张辉：本院受理原告宋胜超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长期外出，无具体联系方
式。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8）豫1326民初128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厚坡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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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宝财：本院受理原告淅川县九重镇农村合作基金会诉被
告郭宝财、彭正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8）豫1326民初2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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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伟轩：本院受理原告程良强诉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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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2019年3月11日上
午8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慕志增：本院受理原告南阳麦香源食品有限公司诉你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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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民初2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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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钊优：本院受理原告王巧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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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民初336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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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新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领秀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及王天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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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
别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
下午3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新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姬小鸣诉你
公司及南召县房地产管理局、杨超和、尹青强、谷秀明、张庆
平、闫洪涛、潘玉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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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城关镇南外村四组居民程春阳（身份证号码
412921197003180010）：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玉旗、宁发春、
李金运与被告侯建春、杜春方、程春阳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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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本院城区法庭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八点三十分在
本院城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新弘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杰华诉你
公司及南召县房地产管理局、杨超和、尹青强、谷秀明、张庆
平、闫洪涛、潘玉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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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分别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冀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孝军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至今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1102执15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高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文书。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
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舞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云虎：本院受理原告李红梅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121民初1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张云虎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李红梅绝款本金90000元。2、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案件受理费 2050
元，由被告张云虎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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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谌
爱香所有的豫KZ6663丰田牌轿车一辆。详情请关注：(户
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小亮：本院受理原告刘代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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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民初546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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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艳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第4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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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院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玉宗、王欢：本院受理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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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民初202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及副本八份，上诉于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震：本院受理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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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1 民初 200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及副本八份，上诉于河
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成林、郭梦莹：本院受理尚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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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1民初199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及副本八份，
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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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0时至2019年0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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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厂大街北侧、渔夫子路东侧人
和家苑9号楼2单元5层501房屋[产权证号：1301004023]进
行公开变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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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84民初4474号

司伟琴、刘福群、李松涛：本院受理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4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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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84民初4477号

李松涛、刘福群、沈瑞军：本院受理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4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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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武：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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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民初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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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公告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1月16日10时

至2019年3月1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开封市
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 //sf. taobao.com;户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
开变卖开封市银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开封市
大梁路与西环路交叉口东南角银地商务广场一二层连体19
号商铺房地产(不动产权证号: 234548，建筑面积: 539.4 平
方米),变卖价: 3115504 元，保证金: 300000 元，增价幅度:
10000元。变卖成交后不交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有

关事宜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 //sf.
taobao. com;户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咨询电
话: 0371-23809368；监督电话: 0371-23809355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燕燕:本院受理刘芳芳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8) 豫0203民初3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03执640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2018)豫 0203 执 640 号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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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磊:本院受理张猛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的(2017)豫 0203 民初 54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203执666号执行
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及(2018)豫0203执666号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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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春芝:本院受理的原告蔡尚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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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磊：本院受理原告田嘉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04 民初
152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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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卫启（410105196506231019）：本院受理原告开封市军粮
供应站诉你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民初3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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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 林 娜 （410222197006074025） 、 张 长 青
（410222197211174017）：本院受理原告孟令成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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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民初字第20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王
林娜、张长青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孟令成借
款本金348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二被
告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予以计算）。二、驳
回原告孟令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50元、保全
费2270元，共计8820元，由被告王林娜、张长青负担。请你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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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俊：本院受理杨青文诉耿俊、郑伟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8）豫0211财保130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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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梁苑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左建科、梁自敏、王瑞：本院受理清丰县农村信用合作社诉左
建科、梁自敏、苏占兵、王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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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38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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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艮库、孙永民：本院受理原告张德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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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
初66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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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付恩、张学勇：本院受理原告雷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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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928
民初4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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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艮库、孙永民：本院受理原告曹朝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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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
初66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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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志荣：本院受理原告黄留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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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928 民初
69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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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振敏:本院受理原告肖艳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5552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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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胜少：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28民初6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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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伟、柴文豹：本院受理的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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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
初6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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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谢玉格，施进现，施世广，施景月，施桂景
诉孙保军，李鹏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7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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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胜进旗：本院受理原告陈春明诉被告胜进旗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
60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胜进旗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春明货款153390元。如果当事人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68元，由被告胜进旗
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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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宗勇：本院受理原告赵志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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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5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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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晓鹏：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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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7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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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东甫：本院受理原告蔡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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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4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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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静花：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鲁河信用社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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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4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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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江：本院受理原告施彦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6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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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运奇：本院受理原告陈瑞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69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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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红达：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解放路信用
社诉被告许红达、许红勇、陈学敏、刘东杰、孟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判决，判令：一、被告许
红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解放路信用社借款本金1，700,000元及利息（从2016年11
月30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止，按月利率9.6‰计算利息，
已支付的利息30010元应予以扣除。从2017年12月1日起
至借款本息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4.4‰计算利息）；二、被
告许红勇、陈学敏、刘东杰、孟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判决。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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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献伟：本院受理张嘉、张好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9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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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基伟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玲诉被
告河南省恒基伟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111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胡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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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基伟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葛学栋诉
被告河南省恒基伟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70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胡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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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鹏：本院受理原告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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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10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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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龙尚珍：本院受理原告翟学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726民初2661号民事判
决书，内容为：准予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80元，
由原告翟学转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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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新乡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晓东：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郭俊英与被上诉人杨晓东，被上
诉人白素平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后作出
（2018）豫04民终3620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二审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庆飞、闫委委：本院受理原告岳红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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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
民初2413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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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继洋、祝新萍：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文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1502民初513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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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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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厚德：本院受理原告闵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
430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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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1月28日10时至2019年1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绿洲路南段东侧1-4层房
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
17603708511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1月28日10时至2019年1月2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二环路西建
业家园16号楼1单元中套601室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人：郑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51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刘

胜平、张艳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二被执行人共有
的房产在申请执行人处有抵押，本院已对该房产予以评估
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拍卖标的物系刘胜
平、张艳红共有的位于长葛市金桥路城市花园1号楼自东向
西第4第5间0001004（产权证号10005841号）的房产。该房
产评估价格为5877000元，经合议起拍价为即5583150元，保
证金为558315元，每次加价2700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相关
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
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
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
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