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 民初17067号

杨晓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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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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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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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7055号

牛花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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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7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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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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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7063号

王冠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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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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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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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民初17071号

杨东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

园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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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1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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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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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无迪、李文丽：本院受理原告王勤芳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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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艳丽：本院受理的原告卢纪富诉被告罗艳丽、河南路遥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河南名君

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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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瑜：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王跃明与被执行人河南川达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王跃明向本院

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你为（2017）豫0105执11579号执行

案件的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

异55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法

院申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文菊：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河南威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席文菊、李健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理终结。原告已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105民初124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418室领取该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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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智宝达道路设施有限公司、河南宝森瑞木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马秋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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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娟：本院受理原告刘惠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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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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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学：本院受理原告岳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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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4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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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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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影、郑州市金梧桐服饰有限公司、刘光磊：刘晓楠申请执行

刘影、郑州市金梧桐服饰有限公司、刘光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8）0105执9781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0105执978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

行裁定书，本院已依法查封刘影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西彩

小区16号楼3单元21号（产权证号：0401044094）的房产一套，

现责令刘影、郑州市金梧桐服饰有限公司、刘光磊于本裁定生

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查封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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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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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

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兴治、梁爽：贾锦波诉李兴治、梁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70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贾锦波

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2016)豫0105执9928号执行裁

定书将李兴治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煤场西街280号

院2号楼1单元4层10号（产权证号：1301045038）的房产予以

查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恢178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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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上述房产清偿债务。限你们自公告期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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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毅：本院受理原告令狐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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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12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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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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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2月7日10时起至2019年2月8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二七区连云路128号8号楼2

单元16层165号（郑房权证字号：1601028890）房产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

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东山：本院根据（2014）山民二初字第00394号民事判决书受

理了梁云发申请执行马东山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对马东山所有的位于山阳区北环

路北侧251号的土地上的附着物进行评估拍卖，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內到本院执行局708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

书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

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

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

本院办公楼309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

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

程序结束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海国龙：本院受理原告马小同与被告海国龙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11民初2306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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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金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跃香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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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民初34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速裁庭（308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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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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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建旺：本院已受理程柱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822执1683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责令

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博爱县人民法院（2018）豫

0822民初171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1）给付程柱借款

本金400000元，利息84000元,合计484000元，且需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负担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

并如实向本院报告公告送达期满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仍

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同时将你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树明：本院受理原告鄢陵县赐福砼业有限公司、原告许昌鸿

业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州万基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第三人李树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后，被告中州万基

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民事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鸿鑫农产品保鲜冷库厂、李翠梅、郭天祥、郭庆贺：本院

受理再审申请人邱建功（原审原告）与被申请人杨国旺（原审

被告）及你们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豫1024民再第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审监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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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王展飞：本院受理原告关培林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1003民初28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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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孙要宏：本院受理的王绍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003执154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

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本公告期满三日内履行河南省

许昌县人民法院（2016）豫1023民初355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已查封的孙要宏名下位

于许昌市东城区东苑路以北景福路以东空港新城29幢东起1

单元9层西户的房产一处予以评估、拍卖或变卖。同时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

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

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占鹏：本院受理原告胡海龙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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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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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B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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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鄢陵县巨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牛向

阳、冯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牛向阳所有的位

于鄢陵县翠柳路东侧翠微路北侧碧翠苑6幢楼一单元1-2层

C9号商业用房进行了查封，经两次拍卖均流拍，现根据法律

规定进行变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变卖标的:本次变

卖标的为鄢陵县翠柳路东侧翠微路北侧碧翠苑6幢楼一单元

1-2层C9号商业用房位，房权证号字0000004337，房屋建筑

面积:201.16平方米。二、变卖标的物的价格，以第二次流拍价

即人民币1426432元变卖，保证金：21万；增价幅度：7千元。

三、变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四、变卖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五日后开始，六十日内结束。五、特别提示：变卖成交后不

缴纳尾款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联系人：杨法官；联系电话：

0374-2929311。与本案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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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的有异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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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标的变卖底价、变卖

时间、变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变卖过程中变卖物的降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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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拍变卖平台或直接与本院执二庭联系。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淑平：本院受理吕国权、崔秀兰申请执行陈淑平借款担保合

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执恢2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赐福棉业商贸有限公司、孙宝才：本院受理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许昌市分行营业部申请执行许昌赐福棉业商贸有限公

司、九江金源化纤有限公司（原九江金源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孙宝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执恢20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中鼎亚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许昌金山置业有限公
司、许昌金鹏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海坤泰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申请执行中鼎亚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

鼎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昌金山置业有限公司、许昌金鹏

置业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

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执恢

1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红举、新疆温宿县库尔归鲁克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
后峡马圈沟煤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军峰申请执行陈红举、

新疆温宿县库尔归鲁克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基水

泥有限公司、新疆后峡马圈沟煤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10执恢18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博奥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昌汇鼎财务咨询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许昌博奥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

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0执恢1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远大纺织有限公司、长葛市通达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葛市支行申请执行长葛市远大纺织有

限公司、长葛市通达纺织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0执270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统一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郑自峰、葛丽萍、禹州永大置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州支行申

请执行河南统一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郑自峰、葛丽萍、禹州永

大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森源本草天然产物股份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执269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

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尹莉民、黄雅玲：本院受理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执

行黄洋铜业有限公司、黄海、赵小灿、尹莉民、黄雅玲、圣光医

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

执268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县鑫龙仓农贸有限公司、闫遂欣、刘三利、闫秀领：本院受

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石桥支行申请执行许昌县鑫龙仓

农贸有限公司、闫遂欣、刘三利、闫秀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10执265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少华：本院受理上诉人翟庆华因其诉被上诉人商丘市国土

资源局房屋登记提起上诉一案，该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14行终159号行政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善缘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商丘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因被上诉人李业志诉其工商行政登记提起上诉一案，该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14行终

172号行政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1月29日10时

至2019年1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车

牌号为豫FSF525福特翼搏小型轿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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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玉东：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受理曹磊申请执行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向你依法送达了（2018）豫1422执1373号执

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

行财产报告义务，本院2019年1月7日对你作出（2018）豫1422

司惩1373号决定书，对你罚款1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

强制执行。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1月28日10时

至2019年1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商丘市睢县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

中州路东侧中州花园15号楼1单元11层1101号房产（详见商

丘市睢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品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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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少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国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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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307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403民初4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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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11执8号

陈建国：本院执行的王惠平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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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8号执行通知书，

责令你按照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2018）豫0411民初119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履行义务。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411执8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报告财产令送达

后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予以罚

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涛、张军政：本院受理原告姜占稳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82民初1092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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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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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胜战、雷书杰：本院受理原告赵娜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82民初

11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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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

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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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益站通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原告杨斌杰诉你公司与

第三人柴国锋、李蓓合同纠纷一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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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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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超：本院受理原告何自豪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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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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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预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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