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国涛、徐洛维、雷江涛、任玉新、段利伟：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五被告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8民初10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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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瑞、段建明、夏亮、张丽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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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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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小婵、王纪涛、贾学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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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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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少娃、杜渭涛、杜佳：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涧西区周山路
办事处浅井头社区居民委员会诉被告董少娃、杜渭涛、杜佳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16）豫 0305 民初 5692-1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利民：本院受理吴照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27民初241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
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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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继强：本院对原告吴新干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249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限被告武继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吴新干借款本金38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9
月13日起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二、
被告杨利强对上述款项向原告吴新干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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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芳：我院受理原告张春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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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赞：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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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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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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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巩义市凯圣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周世纪、杨瑞霞、周鹏飞：本
院受理的上诉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巩义市凯圣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周
世纪、杨瑞霞、周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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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豫03民辖终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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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亚太陶粒科技有限公司、郑州亚太冶金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李居朋、李巨峰、宋海燕：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鑫融基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
行、郑州亚太陶粒科技有限公司、郑州亚太冶金耐火材料有
限公司、李居朋、李巨峰、宋海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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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豫03民辖终
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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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雅良农业有限公司、刘亚亮、李周琴：本院受理的上
诉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分行、洛阳市雅良农业有限公司、刘亚亮、李周
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03民辖终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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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鼎鑫工贸有限公司、金雷、甘卫萍：本院受理的上诉人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洛阳鼎鑫工贸有限公司、金雷、甘卫萍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民辖终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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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瑞基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华洋重大型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洛阳翊晔重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宋俊雅、王会兰、
宋光发、王俊杰、王丽菊、聂玉辉、李月苹、梁木欣：本院受理
的上诉人洛阳蓝海实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洛阳市中小企
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瑞基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华
洋重大型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洛阳翊晔重工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宋俊雅、王会兰、宋光发、王俊杰、王丽菊、聂玉辉、李
月苹、梁木欣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民辖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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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一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严东、赵新生：本院受
理的原告河南省商城县惠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三被告退还原告工
程保证金 200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200 万元为基数，月息 3
分，自2013年4月27日计至本息偿清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
费用由三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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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时在本院古城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向坡：本院受理原告宋国峰诉你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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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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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18日9时
在本院诸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春宁：本院受理原告雷毅毅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8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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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进：本院受理原告江玲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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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良、信阳信鼎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曹金强诉
你们民间借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502民初6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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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汉：本院受理原告杨西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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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刘金汉归还借款5万元及
三年利息2.7万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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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5日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建有：本院受理原告徐保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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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支付饲料款19518元及利
息；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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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7日10时
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金汉：本院受理原告徐保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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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支付饲料款22289元及利
息；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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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7日9时
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玉迁：本院受理原告肖国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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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孙玉迁归还借款5万元；2.
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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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6日9时在
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万明：本院受理原告童仕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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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许万明归还本金1万元及
利息；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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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
日10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彦阳：本院受理原告刘永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期
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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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求：1.判决原、被告离婚；2.判决婚生女归原告
抚养，被告给付抚养费；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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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 月 2 日 10 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全豪：本院受理原告李世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期
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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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求：1.判决原、被告离婚；2.判决婚生子女三人
归原告抚养，被告给付抚养费；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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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日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东：本院受理原告李珊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外
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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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求：1.判决原、被告离婚；2.判决婚生子归原告抚
养，被告给付抚养费；3.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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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7月1日10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峻达：本院受理原告李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长期
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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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陈峻达归还本金2万元及利息；2.本
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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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4日10时在潢川人
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舒帅、王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李洪线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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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舒帅、王丽华归
还借款5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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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4日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婷婷、李文辉：本院受理原告董纪锋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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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李婷婷、李
文辉赔偿汽车维修费1.3万元；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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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8日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新建：本院受理原告陈少楼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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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被告李新建归还欠款2.3万元及利

息；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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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8日10时
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中辉：本院受理原告陈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外
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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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求：1.判令原、被告离婚；2.判令婚生女原告抚
养，被告支付抚养费；3.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4.本案诉讼
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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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6日10时在潢川人民
法院谈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玉婷：本院受理原告曹春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期
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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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求：1.判决婚生女归原告抚养，被告给付抚养
费；2.本案诉讼费全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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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9
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智勤：本院受理原告荀永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 审判庭公开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江涛：本院受理原告刘国强诉你，陈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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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飞：本院受理原告赵新跃诉杨艾伟、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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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时30时（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盼：本院受理原告荆鹏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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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明辉：本院受理原告任可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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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南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清贤:本院受理朱士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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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纪威:本院受理李保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保全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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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上海标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建勋、王俊丽：本院受理
谢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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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3日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1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3月30日10时至2019年3月3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花园高速路口北侧、民睢路
东侧房地产及高修明加油站地下资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
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人：谢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77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3月30日10时至2019年3月3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北海路南侧、民主路西侧北
海香樟园东区2号楼2单元7号1-2层营业用房地产和7号
楼3号铺1-2层营业用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
人：郑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51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胡淑芳与贾会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

法查封贾会强名下位于长葛市长社路中段南侧金色家园
2 号楼 0304002 房产一套。现已进行评估并将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该房产位于长葛市长
社路中段南侧金色家园 2 号楼，证号为 0304002。评估价
值为 620400 元。经合议起拍价为 620400 元，保证金 5 万
元，竞价幅度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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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大林:本院受理原告钱义霞与被告冯大林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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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淮阳县人民法院巡
回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仁言、朱前琴：本院受理原告翟留拴与被告彭仁言、朱前
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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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
定假日顺延）10时在本院第2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姣利、李素珍：本院受理原告李会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由于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要求你偿还借款及利息）、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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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善堂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智慧、王瑞霞：本院受理原告刘玉和与你债权人撤销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
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振科：本院受理原告陈志见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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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利娜：本院受理原告翟怀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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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蒋玉杰、张淑敏、张利彬、白三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伟丽与你
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6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宗羽、吕丽婷：本院受理原告程月堂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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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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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照川：本院受理原告安桂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1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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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国兴：本院受理王俊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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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续东、罗续辉：本院受理原告任俊凯与被告罗续东、罗续
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二被告支付货款51917元。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30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焦世界、张勇国：本院受理原告冯文海与被告焦世界、杨永
娟、张勇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三被告偿还借款本
金3万元及利息。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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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8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号审
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广朝、孙利红：本院受理原告王玉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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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928民
初6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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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李玉龙申请执行冯路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冯路鹏所有的位于中牟县
东风路西段北侧、规划路西1幢1单元9层901号房屋一套
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房
屋。现将有关拍卖适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中牟县
东风路西段北侧、规划路西 1 幢 1 单元 9 层 901 号房屋一
套；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冯路鹏；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
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五日向本院提交
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院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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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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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本 院 执 行 人 员 。 联 系 人 ：张 丙 江 ，联 系 电 话 ：
17803833129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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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新密市曲梁镇康宁路东侧、平安路南侧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J17号楼一层103、二层203、三层303、
四层403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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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10时至2019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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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登封市颖河路与菜园路交叉口东南角
鸿润城11号楼3单元24层2407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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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10时至2019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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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友爱路3号1号楼长城花苑
13层1308号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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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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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沙窝李村土地西
维一路南富田兴和湾17号楼2单元5层502房产进行首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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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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