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玉霞、刘相俭：本院已立案受理柴杏丽与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1466号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
定书，限你们于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
0105民初2991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审理过程中本
院保全查封了刘玉霞名下位于新郑市新村镇郑新快速路
西、公主湖东环湖春天 26#号楼 3 单元 7 层 702(合同号
16001643202）的房产一套，现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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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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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
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颖、申晓笛:窦玉磊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7)豫 0103 民初 2557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窦玉磊
于2018年12月3日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执13954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
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评估、拍卖被执行人申晓笛名下安阳市“恒
基华庭”2 号楼西 3 单元 1706 室房产一套，予以清偿债务。
你们应当于本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到本院办理评估机构选
定、评估报告送达及拍卖等执行程序相关事宜，逾期不办
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由此产生的费用及损失，均有你承
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4900号

王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财富广场支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2751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于2018年12月17日向本院申请执
行，本院同日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执1490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
书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
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你名下位于金水区丰庆路2号17号楼
11单元1层西户(产权证号1001137099)房屋一套用于清偿债
务。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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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
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有你们承担。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麻艳峰：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序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3 民初
3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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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钰坤、刘银良:本院受理原告李亚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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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马寨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文、苟云婷:本院受理原告李磊与被告张晓文、苟云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103民初23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晓文、苟云婷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李磊借款本金40000元及
利息(自2018年11月6日起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标准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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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李玲追偿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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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区40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王林蔚、黄亮、王书鸿、罗付梅、史同安、蔡美云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史同安、蔡美云所有的位于河南
省长葛市钟繇大道中段东侧（仁爱医院1号楼），房产证号：
长房权证长葛市字第10018710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史同安、蔡美云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长葛市钟繇大道
中段东侧（仁爱医院1号楼），房产证号：长房权证长葛市字
第10018710号。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史同安、蔡美云，房屋
面积998.43平方米。评估价格为5139900元，经合议起拍价
为5139900元、保证金30万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20000
元。与本案拍卖财产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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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玲、赵庆昌：本院受理原告吴进忠诉被告李春玲、赵庆
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728民初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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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小芳：本院受理原告杨建林诉被告赵小芳、张文娟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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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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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和举证期限均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30
分在长垣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关于王青林申请执行焦作市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据（2018）豫0811执1100号执行
裁定书，于2019年1月14日查封被执行人焦作市海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东路南侧土地
（焦国用2013第004487号）上开发的住宅1号楼、2号楼、3号
楼、4号楼、5号楼，共五幢楼房的房产及1号楼、2号楼、3号
楼、4号楼、5号楼共5幢楼房的底下车位，上述房产查封期
限自2019年1月14日至2022年1月14日止，在查封期内，非
经本院同意，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隐匿、损
毁、变卖、抵押、典当、赠送等处分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限被执行人焦作市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在公告7日内到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勇：本院受理武陟县西陶镇北东陶第一村民小组诉你与
第三人程保丁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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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国庆、巴艮富：本院受理韩海斌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二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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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小金、卫小秋：本院受理何海燕、何海莲、何银匠诉你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二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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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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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全、岳小金：本院受理何海燕、何海莲、何银匠诉你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二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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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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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钰备、赵玉霞：本院受理原玉珍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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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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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顺航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民与你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1702民初10430-1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豫1702
民初10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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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洁：本院受理原告丁静静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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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1.你偿还原告欠款
95 870元；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本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9年5月28
日9时在本院第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天保：本院受理原告杨玉凯与被告马天保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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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723民初50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马
天保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杨玉凯偿还借款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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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0
元，由被告马天保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接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天保：本院受理原告杨驰远与被告马天保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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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1723民初505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马天保于本
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杨驰远返还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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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0元，由被告马天保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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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
级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4月13日10

时至2019年4月1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田会玲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办事处新兴
路北兴华路东地运公司家属院1幢东起2单元4层南户。网
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
建安区。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赵俊领申请执行王怀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依法对王怀明所有的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火山赵
村-1-3层营住（房权证号：016629）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王怀明所有的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火龙镇火山赵
村-1-3层营住（房权证号：016629）的房产。该标的物的所
有权人王怀明，房屋面积 322.6175 平方米。评估价格为
301500元，经合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价10%拍卖，即起拍
价为 271350 元，保证金 2 万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 2000
元。于本案拍卖财产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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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竞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
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田留记申请执行彭运红、许春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许春梅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航海东路 2 号 58 号楼 21 层 369 号（房权证号：
1001034882）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许春梅所有
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 2 号 58 号楼 21
层 369 号（房权证号：1001034882）的房产。该标的物的所
有权人许春梅，房屋面积 77.99 平方米。评估价格为
105.44 万元，经合议起拍价为 105.44 万元，保证金 5 万元，
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 5000 元。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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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上述竞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陈军德与李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

分别对李想所有的豫K-Y6920号、豫K-SH285号车辆进行
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 如 下 ：拍 卖 标 的 物 ：李 想 所 有 的 豫 K-Y6920 号 、豫
K-SH285号车辆。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李想。车辆的评估
价格分别为142700元、17600元、变现价分别为：128400元、
12300元。经合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价10%拍卖，即起拍
价分别为128400元、12300元、保证金分别为10000元、1000
元、竞拍增价幅度分别为1500元、15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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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新民、王巧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禹州市支行诉被告王木磊、孔园园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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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13日9时在禹
州市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柳国栋：本院受理原告苏纪先与被告柳国栋、李宗五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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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第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玲：本院受理原告耿遂法诉王民周、王永杰、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84民初53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10
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璐：本院审理原告梁冠桦与被告刘璐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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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30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恒通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彩利诉赵建军、李
俊峰,李伟、平顶山市恒通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地址不详,本院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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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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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定于2019年5月23日14时30分在郑州监狱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军:本院受理周彩利诉赵建军、李俊峰、李伟、平顶山市
恒通建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详,本院
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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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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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2019年5月23日14
时30分在郑州监狱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4月15日10时至2019年4月16日10

时依法对被执行人付克友所有的登记在海宝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的位于宝丰县长安大道西段北侧海宝集团有限公司综
合办公楼4层（证号14001146）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f.taobao.
com）。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
届时未参与竞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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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
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
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雷颖浩、联系电话：
0375-2863658。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楚建忠：本院受理原告刘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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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
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书彪：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新与你及朱翠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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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朝霞：本院受理赵军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满州：本院执行的贾广森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至
今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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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1102执21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7）豫1102
执213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豫金房估字（2019）0301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
行。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9 年 3 月 27 日
10时至2019年3月28日10时止第二次拍卖漯河市召陵区
燕山路舒漫新空间10楼10幢608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
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
公 告》《拍 卖 须 知》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
0395-3561874，特此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亚飞：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逾期
保险费7139.38元、偿还理赔款6453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
给付违约金（违约金以71677.38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
标准，自2016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
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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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5时在本院
201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耀林：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逾期
保险费 6093.33 元、偿还理赔款 21525.9 元；2、判令被告向
原告给付违约金（违约金以 27619.23 元为基数，按每日千
分之一标准，自 2018 年 3 月 23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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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10 时在本院 2015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瑞芳：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保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逾期保险
费9074.97元、偿还理赔款101411.7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
给付违约金（违约金以110486.69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
标准，自2016年11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
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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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2015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斌：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
费8972.5元，偿还理赔款85010.8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违约金以93983.32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标
准，自2016年8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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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4时在本院2015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晋俊磊：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保险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逾期保险
费6821.73元、偿还理赔款78790.9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给
付违约金（违约金以85612.63元为基数，按每日千分之一标
准，自2016年5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本案
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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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 3 时在本院
201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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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少斌：我院受理原告刘元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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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65号

金爱霞：本院受理王艾敏申请执行你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本院（2015）涧民三初字第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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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至8日对你
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世纪华阳花园12幢1-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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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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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江涛、周温利、李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三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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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双平: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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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慧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任国中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立即履行(2018)豫 0502 民初 304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俊利：本院受理原告张凤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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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和县顺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谢云等人诉你
公司及段建辉等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3民初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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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海勤（又名宋东旗）、闫玉花：本院受理原告胡占军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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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彬彬：本院受理原告张琳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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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洋：本院受理原告孙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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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同胜：申请执行人靳耀领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财产申报表、失信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和（2019）豫0526执
54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刘同胜所有的位于
滑县新区靳庄村的宅院及房产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
年）。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2018）豫0526民初
72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向本院交纳诉讼费及执行
费，并于公告期满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小军、王欣欣、张明明、杜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
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四被告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8 民初 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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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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