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喜耳恭听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营业执照注销登记，请
本公司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侯继军 电话69983018
河 南 省 喜 耳 恭 听 文 化 传 播
有限公司清算组
●安阳市佳昱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公司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苏鹏 手机：13569097278
●范县急速猎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本栏目诚招合作法律顾问 合作电话：13939003188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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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4日出生的李梓
睿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丢 失 编 号
M412161119，声明作废。
●2016年10月4日出生的高千
晴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343503，声明作废。
●2013 年 1 月 1 日出生的戴思
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1313009，声明作废。
●2007年8月27日出生的王柯
钦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I411685455，声明作废。
●2012 年 11 月 23 日出生的李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2229213，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2014 年 2 月 5 日出生的王浩
祺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261534，声明作废。
●2016年8月16日出生的邹昊
然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0049604，声明作废。

●新密名品广告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营业执照注
销登记，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侯继军 电话：0371-69997788
新密名品广告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清算组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新民、崔彦霞：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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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
初1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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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琴、杨凯：本院受理原告王光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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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
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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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22破1-1号

2018年12月28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
豫04破申42-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河南汉利兴实业
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由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于2019年1月29日指定河南金年华律师事务所为河南
汉利兴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河南汉利兴实业有限公司的
债权人应于 2019年 3 月 31日前，向河南汉利兴实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兴平路新城铭
座 710 室；邮政编码：467000；联系电话：17589566559）申报
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河南汉利兴实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河南汉利兴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 2019年 4月 10日上午 9点在河南省叶县人民
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
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晓东：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白素平与被上诉人郭俊英，原审
被告杨晓东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后作出
（2018）豫 04民终 379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二审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林物资有限公司、刘群、李莉：本院受理的原告
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平顶山市华林物资有限公
司、刘群、李莉、南阳鑫利达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案宣判后，原告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不服本院作出的（2018）豫0425民再2号民事裁定书，向本
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上诉状副本，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224号

安信：本院受理洛阳亚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为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2015）涧民三初字第228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
2月16日至17日对你名下豫C35591号小型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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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0305执恢18号

崔雪：本院受理刘克祥申请执行你为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
本院（2017）豫 0305民初 281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
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3月5日至6日对你名
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天津南路 162号院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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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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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桂平：我院受理原告宋友民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要内容：被告张桂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
告宋友民代偿款 85556 元及执行费 1382 元和诉讼费 2218
元，共计89156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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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建中：原告刘文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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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4996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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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社卫：本院受理原告王艳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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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3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社卫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艳芬偿还借款150000元。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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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善德科大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张

振龙律师事务所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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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建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申请人任文霞、李丽平、
韩飞霞、李小平、乔玉兰申请执行洛阳建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洛阳市涧西区黄河路 60
号门面房房产价值移送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估。现公
告送达告知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选择司
法评估机构通知书、司法鉴定对外委托告知书及相关事宜，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你方当事人或委托代
理人于公告期满后 9 时到本院 428 室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
估机构及相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
行。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同本院
执行局及技术科、申请人、评估机构，共同对上述房产进行
现场实地勘察。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治伟、宋慧芳：关于申请人郝廷兰申请执行洛阳中隧停车
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宝环数控精密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李治
伟、聂万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洛阳市西工区升
龙广场A区3号楼1单元907号（共有权人宋慧芳）房产价值
移送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估。现公告送达选择司法评
估机构通知书、司法鉴定对外委托告知书及相关事宜，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限你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于公告期满后 9 时到本院 428 室随机摇号选择司法评估机
构及相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行。
公告期满后第 15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同本院执行
局及技术科、申请人、评估机构，共同对上述房产进行现场
实地勘察。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伟：关于申请执行人陈晓明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郑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执行人员将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西路上阳花
园109幢2-501，新区学府街西开元大道北学子街东大曌国
际广场6幢1-901号房产价值移送技术科，依法进行司法评
估。现公告送达告知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
令、选择司法评估机构通知书、司法鉴定对外委托告知书及
相关事宜，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限你方当事
人或委托代理人于公告期满后 9 时到本院 428 室随机摇号
选择司法评估机构及相关事宜，逾期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
选择程序进行。公告期满后第15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同本院执行局及技术科、申请执行人、评估机构，共同对
上述房产进行现场实地勘察。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鑫基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洛阳市岱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就（2018）豫 0327民初 142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因你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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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孝卫、李小红、王桂西、李跃虎、洛阳好新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河南昌盛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你们与
上诉人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 03 民终 720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乐水：本院受理原告孙满宏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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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范胜飞、吴文安、赵瑞勤：本院受
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被告洛阳金财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洛
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就(2018)豫 0311 民初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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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商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24民初2806号

王德勇：本院受理原告魏鹏飞、魏增聚诉被告刘耀成与你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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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刘
耀成向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上诉状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上诉
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永成：本院受理原告周永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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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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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曾有江：本院受理原告付俊玲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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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冰（公民身份号码：413024197003123818）：本院受理原
告周永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被
告偿还材料货款 10200 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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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虎、刘爱稳：本院受理原告满学成、胡萍与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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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公民身份号码：342127197304010409）：本院受理原
告梁大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令
原、被告离婚；2、婚生长子梁听跃、次子梁启隆由原告抚养；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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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9时，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简学胜、王维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522 民初
31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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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齐振宇：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联系不上，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22民初 2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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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21民初2152号

福建省达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天喜与被
告你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作出（2018）豫 1521 民
初 215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高天喜不服，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赵庆芳与被执行人秦金山、秦

莲英民间借贷纠纷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秦金山所有的位
于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与淮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合友小区
2 号楼 602(东单元 6 层西户)(产权证号:20710008307)房产进
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室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423号

陈利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
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420号

李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诉被
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赵庆芳与被执行人秦金山、秦

莲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秦金山所有的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街与淮河路交叉口西南角合友小
区 2号楼 602（东单元 6层西户）（产权证号：20170008307）房
产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留锋：本院受理原告聂国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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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次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姜从明：本院受理原告周口兴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诉你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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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在本院南
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许：本院受理原告杨永献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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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南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万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春齐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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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在
本院南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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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5民初 2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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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金阳光幼教艺术中心: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及河南金银龙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史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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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云阳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及史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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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云阳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
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及河南金银龙汽车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史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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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10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毅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
及河南金银龙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赵慧平、河南东坡酒
业集团有限公司、史海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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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3月13日10时至2019年3月14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平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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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人民法
院）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位于河南省新郑市龙
湖镇祥和路 19号康桥.溪月 20号楼 1单元 701房，权证号:豫
（2018）新郑市不动产第0037219号，证载建筑面积121. 41平
方米。起拍价: 1189818元，保证金: 110000,增价幅度为: 5000
元，咨询电话: 0396-2168578，手机: 18838580818

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9年 3月 13日 10时至 2019年 3月 14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平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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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人民
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位于河南省新
郑市龙泊南路北侧德丰.麦卡伦7号楼2层201室，合同备案
号: 14000884221，合同显示建筑面积 139. 49 平方米。起拍
价：1143818元，保证金：110000元，增价幅度为：5000元。咨
询电话：0396-2168578 ，手机：188385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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