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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营: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利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21419 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高营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
杨利丽借款本金1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10月31日
起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建胜：本院受理赵志卫诉汪建胜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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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姮、孙亮亮、孙玉卫：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夏、孙梦璐诉被告
李姮、孙亮亮、孙玉卫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方、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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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明、尹保平：范秋菊与张玉明、尹保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9）豫 0105
执 542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
履行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豫 0105
民初 590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尹保平名下位于金水区燕黑路9 号院1 号楼1 单
元 8 号(郑房权证字第 0501068411 号）的房产予以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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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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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朝军：本院受理郑州新兴置业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15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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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义务，
权利人郑州新兴置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
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执 11021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万鼎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上诉人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与被上诉人何亚非工商行政登记一案，不服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2018）豫0102行初32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
上诉，你公司系该案的第三人。本院已经审结该案，作出
（2019）豫01行终285号行政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9）豫01行终285号行政判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4月21日10

时至2019年4月2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
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 taobao. 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新乡市平原新区
太行大道恒大金碧天下88号楼102室，户名: (郑州市二七区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襄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亚鹏：本院受理原告马旭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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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1、方亚鹏偿还借
款人民币1万元及利息1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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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
2019年6月18日9时30分在本院麦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告
尉氏县永发农贸有限公司、刘雪换: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与被执行人尉氏县永发农贸有限公
司、刘雪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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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2执126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失信风险告知书等执行手续，执行内容为:3日内支
付给申请人16229749元及其利息。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并依法对你/你公司名下的财产进行评估拍
卖。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九源纺织品有限公司、刘雪换、尉氏县豫丰棉业有
限公司、周海: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
行与被执行人开封市九源纺织品有限公司、刘雪换、尉氏
县豫丰棉业有限公司、周海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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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202执31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失信风险告知书等执行手续，
执行内容为: 3 日内支付申请人 5280000 元及其利息。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依法对你和你公司名
下的财产进行评估拍卖。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艳红:本院受理的焦爱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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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恢1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豫
0203执恢16号执行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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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中雄（430682197103217931）：本院受理原告王长富诉
被告李中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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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民初24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
告李中雄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偿还原告王长富借款
129600 元。案件受理费 2892 元，由被告李中雄负担。请
你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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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龙：本院受理河南显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211执251、25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责令你公告期满后3日内来我院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爱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倩诉被告河南亿泽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封市至道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马爱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原告王倩上诉，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王倩提交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卫东区探鲜海鲜店：本院受理刘辉兵诉你店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03民初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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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军：本院受理水玉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03 民初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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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云坡：关于原告鲁山县张店乡人民政府诉被告鲁山县自
然资源局、第三人孙云坡、张长河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原告
请求撤销被告为孙云坡颁发的张店房字第00007458号房屋
所有权证。因你住址不详，现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
书、起诉书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建军：本院受理范华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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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权
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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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310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喜：本院受理王长卿诉张江涛、你侵权纠纷一案，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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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310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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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在执行王伟生诉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郭松坡、郭怀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于2019年4月
25日上午10时至2019年4月26日10时依法对被执行人平
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所有的房屋10间（办公用
561平方米）、磅房5间（96平方米）、办公设施36个、实验室
仪器38个、20吨油罐1个、发电机1个、变压器1个、配电柜2
个、地磅1个、商砼生产线1个、储料场（防尘棚未封闭）2880
平方米、公司厂区三面围墙1条、豫D77513特殊结构货车1
辆、豫D77793特殊结构货车1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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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f.taobao.
com/037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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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磊、
联系电话：0375-2863657。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利霞：本院受理原告赵青伟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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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
日下午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玉洲、范兵周：本院受理原告徐见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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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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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亚西（曾用名曹其鸽）：本院受理原告田巧丽诉你离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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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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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大为、韩维真：本院受理原告李军政诉你们和平顶山市金
亚泰珠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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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中心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松春：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广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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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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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彭许涛：本院受理原告宋巧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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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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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纪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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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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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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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晓峰：本院受理原告王东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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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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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8年11月1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李三申请宣

告李小子失踪一案，于2019年3月4日做出（2018）豫0423民
特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宣告李小子失踪。二、指定李
三为失踪人李小子的财产代管人。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鲁山县宏业耐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薛留栓诉你公司
买卖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
款8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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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玉霞:本院受理原告谢记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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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并本
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盆
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延鹏：本院受理原告王香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3民初433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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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威明、冯广华、姜亮州:刘俊凤诉你及贾爱兵、郭洪剑、张忠
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经上蔡县人民法院审理驳回了
刘俊凤的诉讼请求，刘俊凤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中，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19年5月23日9时在
本院第19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星跃：关于黄科申请执行马星跃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19）豫0882执11号，我院立案执行后，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高消费令、传票、执行案件流程节点告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兵、徐霞：本院受理原告杨树军诉被告叶兵、徐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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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兵、王敏：本院受理原告郑翔诉被告叶兵、王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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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兵、徐霞：本院受理原告陆玉翠、熊光敏诉被告叶兵、徐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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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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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国成、余冬松：本院受理的原告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第48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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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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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少清、胡万敏、叶军：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芳香美
肤美容护肤中心与被告万少清、胡万敏、叶军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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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第5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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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0

时至2019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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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执行人武战群所有登记在张会生名下的位于许昌市新兴
办事处许由路6号1幢底层东起2至11间房产。网址:http:
//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何平：本院受理上诉人龙博、被上诉人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民终171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陕西中大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伟峰、王新宽
等诉你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2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许昌分公司、陈建欣：本院受理许许昌市二建劳务有限公司
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
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建坤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凯：本院受理河南平安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森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袁亚伟、陈学兵、杜婉
丽、周平安、刘春香、周建峰：本院受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
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2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玲、陈永刚、董焕玲：本院受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
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腾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葛少祥、冯德良、徐玲霞：
本院受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义、许昌汇鼎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殷学民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一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辉、师晴：本院受理原告宋国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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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
于答辩期满后的第2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
法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宋国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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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
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2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3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铁军:刘玉国诉刘铁军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刘玉国依据
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8）豫1122民初2153号民事判决书向
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风险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接受询问。被执行人不
报告财产又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本院可以立即采
取强制措施，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金岗：本院受理的苗保花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
报表等执行手续。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向本院履行生效法律文书（2018）豫
0603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强制执
行，并依法采取拘留、罚款、纳入失信人名单等强制措施。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594号

曹士合、刘凤香：本院受理原告卢永新、齐成亮诉被告杨兆
永、曹士合、刘凤香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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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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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04月25日10时至2019年0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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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路中段北侧（中原建筑公司2
号楼）住宅房地产【权证号：0004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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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祥兴机电摩托销售中心、张翠平、胡强国：本院受理平
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豫0311民初627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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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静、冯建忠：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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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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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裁判。

西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4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21

日上午10时，在西平县人民法院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西平县人民法院，法院主
页网址：http://sifa.jd.com/2197）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王
伟所有的1、位于西平县新洪路西糖酒公司3号楼1-02西户
房产一套。房产证号：西房权证柏城字第00034904号。评
估价382200元，本次为第一次拍卖，起拍价344000元,保证
金50000元，增价幅度3000元。2、西平县棠溪大道东段路
南 43 号商住楼 1-4 层。房产证号：西房权证柏城字第
00034903号。评估价1195900元，本次为第一次拍卖，起拍
价1077000元,保证金107700元，增价幅度5000元。详细信
息可在西平县人民法院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
jd.com/2197）上查询。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9年3月19日起至2019年4月19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
咨询，有意者请与本院联系统一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10:
00--11:00 时安排看样。咨询电话：0396-2163047（黄法
官），监督电话：0396-2163009

光山县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一拍）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4 月 21 日

10时至2019年4月2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光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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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拍卖位于信阳市浉河区茶韵路8号茗阳天下.城
市公园 305 号楼 10 层 1002 号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 97.89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朝向南，采光、通风良好。户型
为三室两厅一厨一卫，未装修，为毛坯房，安装塑钢穿，建
成 年 份 为 2013 年 ，成 新 度 高 ，房 管 局 备 案 合 同 号
201311120327。起拍价 68 万元，保证金 6 万元,加价幅度
2000元，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
院发布的《司法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话:
15837653337；联系人:涂法官

光山县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二拍）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4 月 3 日

10 时至 2019 年 4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光
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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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标的：拍卖位于光山县寨河镇刘堂村一块林地上的林
木；林权证号（2003）第 00073 号；林地所有权人光山县寨
河镇刘堂村围孜东、西组；林木所有权人：何**；使用权利
人：何**；占地面积 191 亩，林地使用期限 20 年；主要树种
有：香樟树 10000 棵，黄山栾树 20000 棵，国槐树 30000 棵，
拐枣树 50000 棵，楸树 50000 棵，广玉兰 300 棵（以实地为
准），起拍价 14187600 元，保证金 100 万元,加价幅度 20000
元，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
布 的《司 法 拍 卖 公 告》、《拍 卖 须 知》。 咨 询 电 话:
18236289918；联系人:魏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