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爱国：本院受理原告肖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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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民初485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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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长海：本院受理原告张鹏飞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4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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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明达：本院受理原告江盼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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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民初5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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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沈、赵龙、赵亚、赵天准：本院受理原告李彩霞与被告万苗
苗、郭锐和你们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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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向锋、刘向辉、王玫、吴予翔、吴豫超、陈宗正：本院受理
的上诉人洛阳市磊鑫石材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南国鑫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刘向锋、刘向辉、王玫、吴予翔、吴豫
超、陈宗正、洛阳市启光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民辖终
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江华宝商贸有限公司、河南易诚商贸有限公司、汝阳雅
利隆工艺包装有限公司、周宗伟、鲍凤丽、鲍灿平、刘知凤、
许钢、刘艳明、鲍欢欢、苏莉：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国鑫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
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缺席裁判。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丽、杨浅：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豫0391财保223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顺利：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赵
培枝、陈彬、赵顺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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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斌、张永杰：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
被告李红斌、张永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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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雪丙：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郭
雪丙、杜俊乐、闫少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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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宏亮：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李
宏亮追偿权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91民初584号、（2018）豫0391民初5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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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红斌：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程
红斌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91民初5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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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星华、李书杰、胡小虎：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诉被告胡星华、李书杰、胡小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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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楠、于晓飞：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
告于寿鹏、韩楠、于晓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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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岳好霞、张占水：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
被告岳好霞、吴隆盛、张占水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91 民初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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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周立：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吴
周立、岳国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391民初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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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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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宜乐、王宁：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
告杨宜乐、王宁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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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冷晓红、朱少伟、洛阳冠达养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
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冷晓红、朱少伟、洛阳冠达养
殖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391民初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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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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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初608号

王燕晓、于洁：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
告王燕晓、白凯敏、于洁、赵红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608号民事判决
书、白凯敏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白凯敏民事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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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延峰、王瑞霞：关于权德平申请执行梁延峰、王瑞霞借款
合同一案，需对王瑞霞所有的住宅（房产证号为洛房权证市
字第00209591号）价值进行评估。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鉴定机构传票（2019年5月8日上午9
时），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5月14日
进行现场勘查，特此告知。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万伟：本院受理原告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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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327民初2687号
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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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恩慧：本院受理原告梁田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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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2689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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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兵兵：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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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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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大原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新辉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旭楠诉你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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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丽萍：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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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一日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711民初53号

闫国利：本院受理原告徐进永诉被告闫国利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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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的期限为公告到期之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治德：本院受理的新乡市悦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与
你买卖合同一案，现已进入司法评估程序。现新乡市悦超
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对江德治所有的（刘万红名下）奥迪牌小
型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豫GW1888，(该车未办理过户)，现予
以评估。现依法向你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请你携带有效证件自公告
期满后第5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到本院509室选
定评估机构，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将按有关程序
进行。同时告知你在选定评估机构后三日内来我院确定现
场车辆勘察事宜，逾期本院将组织现场勘察，届时评估机构
将作出初稿，你应在作出初稿后三日内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对初稿有异议在领取后十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否
则视为对初稿认可，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正式报告，正式报
告出具三日后视为送达。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执1号

曾启干：胡小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做出的（2017）
豫15民初111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上
述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胡小永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申
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19年1月3日立案。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5执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被执行人财产
申报表、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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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财产状况并自动履行还款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
果由你自己承担。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涛：本院受理原告沈春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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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帅、王超：本院受理原告刘建亮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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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江：本院受理原告时慧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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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峰：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金盛源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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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占军：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金盛源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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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兰海宽：本院受理原告王红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
律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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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冷玉先：本院受理的胡雪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81民初315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冷玉先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胡雪苹借款本金 34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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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50
元，由冷玉先负担。现将上述判决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
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15日向本院提交上诉状，
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向果：本院受理原告陈玉霞与被告宋向果、裴向阳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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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志刚：本院受理原告路小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84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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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浩：本院受理原告张皓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9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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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峰：本院受理原告山西晋豫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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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凯：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城关彩虹装饰材料门市部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26民初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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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宏亚：本院受理原告刘克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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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战兵：本院受理原告滑县百林钢材经营部与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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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9年5月15日下午3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全:本院受理原告张套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9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万古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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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彩英:本院受理原告刘俊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98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万古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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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磊、王红红、郑州乾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炎伟诉你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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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普通程序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主要内容为：
一、依法判令被告返还不当得利164517元；二、本案的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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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三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张铁伟：关于贾庆山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一案，于2019年3
月16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你位于新密市西大街11号院8号
楼自东向西3单元6层东户房屋。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聪:本院受理的刘影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203 执 62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 豫
0203执628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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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吉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建芳、郭幸委、赵营昌诉你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午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义：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中美钢构工程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建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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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开：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期满后三日上午午 8 时 3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建联置业有限公司：本院立案执行陈璐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
的(2016)豫0902民特12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902执36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
依法将其所有的房产证号为2010-07477的房屋予以拍卖，
及委托河南宇达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你位于濮阳市市辖
区京开大道南段路东、建设东路路南005-07-001，房产证号
为 2010-07477 房屋进行了评估，现已作出豫濮宇达评字
【2018】12032 号评估报告书，该评估上述物品市场价格为
622万元，快速变现价格435.40万元。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
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自动履行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炳红、佛山市南海区御豪假日酒店有限公司清算组：本院
受理原告河南恒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管辖权异议申请书、（2019）豫
1503民初593号民事裁定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辉：本院受理原告孟威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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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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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岩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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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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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强：本院受理原告闫海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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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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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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