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胜战、程相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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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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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娜娜：本院受理原告张西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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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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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胜军：本院受理原告石国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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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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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宗远、乔玉磊、孙小宏：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分别诉你三
人民间借贷纠纷三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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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超、王俊哲：本院受理原告李金玉诉你二人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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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校微：本院受理原告杨国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22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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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忠红：本院受理原告徐艳丽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2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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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玉银：本院受理原告崔孝全诉你与叶县老干部局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1855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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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敬杰、谭春利：本院受理王长旺诉河南梦驰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李延裴、韩常生及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邹培刚、周锡艳：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民、杨富荣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1503民初1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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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道兵：上诉人张争光就（2018）豫1502字第5958号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泉：本院受理的宋久银诉你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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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金金：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房
屋租赁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502民初5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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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5民初1654号

毛玉红：本院受理原告尹照义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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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5民初16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一厅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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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25民初2990号

朱红胜：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张志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已经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的次日上午8点30分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万红、张玉娟、裴学林、王仁合、路培安、葛建秋、王观蒲：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等
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1381民初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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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吉勇：本院受理原告刘小会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4936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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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芳：本院受理原告门迎春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
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
41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速
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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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琴、宋飞：本院受理原告李娴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81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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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武化联、武化团、王小粉、王明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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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
1381民初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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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
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林华：本院受理张轶申请执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02执1794号执行 裁定书及
宛和房估字（SF2018）391号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报告。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董俊：本院受理上诉人许春梅与被上诉人洛阳宇航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宁国栋、汪安成、王中信、孙绍、潘利霞、彭鹏
程、王东方及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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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恒利、孟丽梅、王树升、孟洪朝、孟祥云、昌孝涛、孟校阳、
洛阳恒梅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洛阳文卓铝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平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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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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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琳、郭杰、夏莹、墨德召、尹春英、河南先声电器有限公司、
洛阳大金商贸有限公司、洛阳市中旭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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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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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建军：原告洛阳市洛龙区昌达建筑物资租赁站诉你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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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送达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
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少虎、洛阳天宇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阳支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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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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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胜涛、洛阳天宇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阳支行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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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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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十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智洋：原告李慧仙与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305 民初 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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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昌：本院受理吕友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30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为：限被告王建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偿还
原告吕友海价款 24000 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至
款项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的利息。本案受理费 400 元，公告费 540 元，共计 940 元
由被告王建昌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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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卫红：本院受理原告铁海云诉你及第三人洛阳世豪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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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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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
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大润发商贸有
限公司、范振甲及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5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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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廖峰、韩光辉：本院受理上诉人魏延东与被上诉人付菲及你
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3民终4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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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彩红：我院受理原告洛宁农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16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袁彩红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洛阳龙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
偿款30961.53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计算，从2018年2月28日起计算至代偿款项付清之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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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松川：我院受理原告洛宁农商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16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郝松川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洛阳龙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
偿款52777.94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计算，从2018年1月31日起计算至代偿款项付清之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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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付庆茹：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板岩信
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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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 民初 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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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神龙汽配铸造有限公司、林州市威力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
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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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 民初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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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林州市复合肥料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
2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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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润东车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城郊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3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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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建勇、杨庆丰、郭庆利、倪军华、王建英、郭军义、王建兵：
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信用社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581民初3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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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军艺、李剑平：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郊信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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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3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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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军艺、李剑平：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郊信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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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3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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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军红、申松昌、贾军亮、张现明、常松周：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信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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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 民初
3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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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连福、杨军香：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郊信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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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3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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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玉芬、李国芳、杨国亮：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城郊信用社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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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5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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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科达铸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18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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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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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2月12日上午10时至2019年2月13日

上午10时，在西平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用户名：西平县人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0396/
10）进行第一次拍卖活动，拍卖肖向阳所有的位于西平县柏城
镇解放路南段路西房产证号为：西房权证柏城字第00023728
号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幢第一层商业房。第一幢第一层
商业房评估价884000元。起拍价800000元，保证金80000元，
增幅价8000元。第二幢第一层商业房评估价960500元。起
拍价864500元，保证金86450元，增幅价8645元。第三幢第一
层商业房评估价884000元。起拍价800000元，保证金80000
元，增幅价 8000 元。第五幢第一层商业房评估价 2907000
元。起拍价2620000元，保证金262000元，增幅价13000元。
有意竞买者请按照淘宝网的司法拍卖要求参加竞买，竞买不
成交，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详细信息可在西平县人民法院
阿里巴巴司法网络平台上查询。咨询电话：0396-2163044
（张法官），监督电话：0396-2163009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远通实业有限公司:关于我院受理的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申请强制执行驻马店市远通实业有限
公司、驻马店市富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文明大道北
段东侧富华花园II区4号楼的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
联系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并在机构选
定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
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峰立并张喜梅:关于我院受理的刘国志申请强制执行王志
恒、任卫强、刘峰立、张喜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
对刘峰立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乐山路内衣厂13号楼
东单元605号房产，张喜梅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解放
路西段公交公司家属楼北单元 601 号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因无法联系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并在
机构选定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
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

10 时止在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变卖网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 户 名 ：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平顶山市金世纪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和谐
家园”A 座 18 楼西北户(面积 182㎡),C 座 2 楼西北户(面
积 156.49㎡),D 座 14 楼西北户(面积 182㎡)的房产进行变
卖。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9年1月8日10时
至2019年1月18日17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详细情况请登
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变卖公告》、《变卖须知》和《变
卖 标 的 调 查 情 况 表》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13938655687(张)，监督电话:0375-2862230，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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