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米永远：本院受理原告王绍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0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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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相芹：本院受理原告冯景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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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间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审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趁上：本院受理原告王利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当
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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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玉峰：本院受理原告谢国富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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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朝阳：本院受理原告韩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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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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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建云、辛国胜：本院受理原告王小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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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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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00（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洪武：本院受理原告马小胜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当事人须知、简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崇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学斌、张红利：本院受理原告陈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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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民初19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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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金小强、武陟县紫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焦作
市鑫利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返还原物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23民
初2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
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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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小旺、王可意：本院受理原告赵云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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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
民初27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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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超：本院受理原告宋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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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3民初304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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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楠、吴涛：本院受理原告张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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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3 民初
32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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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壮利：本院受理原告靳贤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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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 民初
3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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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海霞、赵永忠、赵海霞：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被告吴海霞、庞红运、张剑锋、赵永忠、赵海
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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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民初19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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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帆：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
告杨杰、汪帆、丰潮海、徐光胜、杨有成、范喜盈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811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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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721民初603号

宋连叶：本院受理原告都海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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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华林物资有限公司、刘群：本院受理的原审原告河
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原审被告南阳
鑫利达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再1号民事裁定书及
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汝州市人民法院审
监庭领取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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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才：本院受理原告白春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03 民初 25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戚俊辉：本院受理原告李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03民初26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爱云：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被告刘喆、张明、张玮、张芳、闫勇、乔爱云、靳宏利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811民初19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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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024民初2477号

裴亚芳：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利涛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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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１５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３０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９点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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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受理原告邱建功与被告杨国旺和你们等仓储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判决后，被告邱建功提起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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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丽敏：本院审理原告郭鹏宇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被告贾海波不服（2018）豫0311民初3384号民事
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玉飞：本院受理原告马欢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647号一案的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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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杰、张朋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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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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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银：本院受理的宋哲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2执907号执
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
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
0302民初38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
将对你与武花娥名下位于洛阳市老城区唐宫东路 10 号
14-1-502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219970
号）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
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
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七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上述事宜，逾
期不到是为你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花娥：本院受理的宋哲飞申请执行王银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告知你，你与王银共同所有的洛阳市老城区唐宫东路
10 号 14-1-502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219970号）已被本院查封，你有提起执行异议、析产诉讼
的权利；作为房产共有人，你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通知到你，现你自接到本通知后15日
内向本院提出上述权利，若不提出，本院将依法对该房产进
行评估、拍卖。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素姣：上诉人王素兰就（2018）豫0326民初232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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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楠：原告李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理完毕，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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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风祥、窦香荣：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建立诉被告刘风祥、窦
香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豫02民辖终25号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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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玉英：本院受理原告崔振阳诉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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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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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彭伟、王媛媛：本院受理原告龙秀珍与你们借贷纠纷一案，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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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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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捧、薛二伟：本院受理原告郭小增与被告张小捧、薛二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本
公告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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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东欣：本院受理原告陈晓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82民初9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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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送达。如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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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现：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
武梅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离家外出，去向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称：2011年6月21日,徐建现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签订《个人一手住房
贷款合同》；徐建现、武梅霞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签订《个人贷款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徐建现未按时还款。请求判令：一、徐建现偿还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借款本金242763.71元及利息、罚息
3310.62元（利息暂计算到2018年7月17日，以后的利息按
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本息合计
246074.33元；二、要求对徐建现、武梅霞共同所有的位于宝
丰县城南二环东段南侧文笔山庄2号楼1单元9层东户房产
一处（房产证号：宝房权证宝丰字第12000732号）折价或拍
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本案诉讼等实现债权费
用由徐建现、武梅霞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5月6日8时30分在宝丰县人民法
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03月17日10时至2019 年03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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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路街道办事处铁北一路北
侧，双拥路西侧15号楼2单元1层101住宅房地产【合同号：
0005349】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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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涛：本院受理原告唐东伟诉被告张红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84
民初3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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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秋梅、钱永峰：本院受理原告张素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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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2民初61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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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邢清香、张淞淼等申请执行左建敏交通事

故纠纷一案中，依法对左建敏所有的豫KCQ337号大通牌
汽车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该车登
记日期2012年12月27日，评估价格为50000元，经合议依起
拍价50000元，保证金3000元，增价幅度为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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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振阳:本院受理原告李子霞诉被告马振阳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728民初3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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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2月26日10时至2019年2月27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嵩阳办事处阳城路与洧河路交
叉口西北角 A3 号楼 1 单元 6 层 601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4）。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2 月 27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嵩阳办事处谷路街南段路西1号楼1
单元6层601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
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4）。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东环东段北侧长
安商贸城第一幢4、5、6、7、8、9层，-1层，东南角1、2层（合同
编号：0006098）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
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将于近期在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和法人均可参加竞买。现将有关的网上拍卖事宜公
告如下:拍卖标的位于通许县行政路西段北侧宗地国有土地
使用权，【通国用（2015）第 150335 号】。土地面积 6915.24
㎡，起拍价:473.73万元，保证金60万元。案件被执行人，债
权人注意事项:被执行人的所有债权人（需在本院已立案执
行）如愿意以本次拍卖保留底价，低偿债务的，请于本次拍
卖结束，流拍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逾期则视为自
动放弃抵偿权利。本公告中确权的房屋土地依据的是房
管，国土部门现有的登记资料，与本案无涉。标的物以实物
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底的瑕疵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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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德泰置业有限公司各位债权人：

兹定于2019年2月27日早上9时在济源市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债权人会议，由债权人会议对管

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进行核查；管理人通报管理人报酬

方案、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处置方案；由债权人会议表

决通过管理人拟定的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处置方案。

请准时参加。

济源德泰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2月12日

公 告
( 2016)德泰破管第30号

海涛：

2018年12月23日，李玉静向本处申请撤销

（2009）郑绿证民字第4685号公证书。由于你是

本案当事人之一，故请见到本公告后，于2019年

2月28日之前到本处说明情况。地址：金水路经

五路交叉口中青大厦15楼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9年2月12日

公 告

经2019年01月31日股东会决议，河南金旭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决定进行股权转让。
经全体股东决定，凡涉及我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
或个人(包括抵押、担保)，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前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宏
祥路29号1号楼4层404号向我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孙兴昱 电话：0371-63338792

河南金旭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19年2 月12 日

股权转让公告

2014年11月11日，洛阳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对深圳金隆汇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立案侦查。2017年8月10日司法审结，现根据法律
法规和《洛阳市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规
定，经征求集资群众意见，高新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区处非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2019年2月3日对洛阳高新区深圳金隆汇通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款项实施第
六批兑付。

特此公告。
洛阳高新区处非办 2019年2月1日

洛阳高新区深圳金隆汇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资金兑付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