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裕惠置业有限公司、陈帅：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陈帅，郑州裕惠置业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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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展、王培培、陈化瑞：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计青林与被
执行人河南康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
人计青林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你（们）为被执行
人。本院裁定追加陈化瑞、赵展、王培培为计青林申请执行
河南康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因
无法有效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105执异197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现祝：本院受理原告郭歌诉被告郭现祝排除妨害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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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平诉被告王建伟、贾纳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
25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部
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
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
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海亮：本院受理原告翟世可诉被告付海亮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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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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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10

时起至2019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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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郑州
市惠济区英才街3号院17号楼3单元3-5层112号（产权证
号：1401303671）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O3
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漫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恒
远砼业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
你公司按照工商注册地址无法查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723民初2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驻马
店漫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驻
马店市恒远砼业有限公司支付商砼款134799.5元及该款自
2019年1月1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案件受理费2996元，由被告驻马店漫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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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唐顺华、黄卫霞、唐晓亮：本院受理原告郭千三与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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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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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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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利：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奥星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晓
利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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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国军、邵华：王喜民申请执行卢国军、邵华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03执恢7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责令你
们自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2017）豫1003民初2078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查
封的邵华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南关办事处六一路金石凤
凰城4幢东起4单元2层东户（房权证号为许房权证市字第
10029432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变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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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够、徐红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823民初1428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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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寿明：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分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11执84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松、张耀华：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亿丰建筑劳务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举证、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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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长江：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804民初6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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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雅春、康国全：本院受理原告秦政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
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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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1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晓丽、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秦政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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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
程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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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1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乐：本院受理原告秦政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址确
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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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09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小潘：本院受理蔡新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1民初47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1、准许原告蔡新卫与被告余小潘离婚；2、婚
生子蔡艺杭由原告蔡新卫抚养。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
蔡新卫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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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02民初616号

孙二阳：本院受理原告李广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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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02民初616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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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会锋、关其壘：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再就业小额贷款担
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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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建国：本院受理原告谭登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1088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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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邬彬：本院受理原告刘金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1076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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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国林、河南天印山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信诚源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们与王会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02 民初
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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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欢欢：本院受理原告刘力源诉你与刘晓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
初38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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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福群、范军茹：本院受理原告聂鹏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
初37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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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可红：本院受理原告狄兵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330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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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喜雷、周淑华、范广松、孙国兴、河南业兴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兴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马凤雷、李华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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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六六微货国际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平顶山分公司、六六微
货国际物流（天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植物
园、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处诉你们与许章贵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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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坤洋实业有限公司、吴建坡、臧超、蔡素贞、董延召、徐
朋朋、李柯、谢战魁、王学强、陈海燕、周晓勇、梁树基、张涛：
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再就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你们无法寻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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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赵金伟诉闫国正、闫湘槟、河南盛锐钒业集

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将于2019年6月16日上
午10时至2019年6月17日上午10时依法对被执行人闫国
正、白爱彩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新城区森林半岛17号楼东
一单元301号（房产证号：新城6300067号）的房产进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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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勇、联系电话：0375-2863605。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关毫毫：本院受理原告朱龙钦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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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钟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兵：本院受理原告郭金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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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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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旺：本院受理原告何连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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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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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帅杰：本院受理原告李国亮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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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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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冬梅：本院受理原告陈廷芝诉你及许西坡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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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曹镇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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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安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严贵：我院受理原告信阳久圣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向你们送
达法律文书时，无法找到你们，无人签收文书，致使文书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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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根红：本院受理原告霍春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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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
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董青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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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
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汤永群：本院受理原告胡安荣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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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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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茂：原告浩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受理后，经开庭审理依法做出（2018）豫1503民初
5141号判决书，判决被告夏茂于本判决书生效后5日内偿还
原告浩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借款24200元。并自2018
年2月18日开始按照月利率0.82%计算利息至全部款项还
清之日止；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因你下落不明，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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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柴孟慧、杨明学、杨雨欣、李少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洛阳华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华高轴承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我院作出（2018）豫0311民初30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
原告的起诉，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服本裁定，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3018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
审判庭领取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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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柴孟慧、杨明学、杨雨欣、李少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洛阳华高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华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我院作出（2018）豫0311民初30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
原告的起诉，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服本裁定，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3020
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
政审判庭领取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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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伊川
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洛阳大华瓷业有限公司、洛
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河
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向阳、杨净晓、董占坡、刘凤
英、叶安敏、张小平、晋亚佗、陈晓利、张灿伟、董巧珍、晋亮、
胡娟娟、冯俊飞、王咪婷、冯跃彬、袁小霞、晋亮亮、远雯、晋
备战：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11民初551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洛阳大元
电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9499293.15元。二、被告洛阳大元
电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9499293.15元的逾期利息（其中的
2849995元自2018年5月15日起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计
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的2849995元自2018年5月16日
起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的
1899651.57元自2018年6月13日起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
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其中的1899651.58元自2018年6月
14日起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三、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伊川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洛阳大华瓷业有限公司、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李向阳、杨净晓、董占坡、刘凤英、叶安敏、张小平、晋
亚佗、陈晓利、张灿伟、董巧珍、晋亮、胡娟娟、冯俊飞、王咪
婷、冯跃彬、袁小霞、晋亮亮、远雯、晋备战对被告洛阳大元
电缆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洛阳金龙
精密铝材有限公司、伊川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洛
阳大华瓷业有限公司、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澳
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向
阳、杨净晓、董占坡、刘凤英、叶安敏、张小平、晋亚佗、陈晓
利、张灿伟、董巧珍、晋亮、胡娟娟、冯俊飞、王咪婷、冯跃彬、
袁小霞、晋亮亮、远雯、晋备战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82402元，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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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海丝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宜华滚动体有限
公司、武小力、王迪、于宏、徐青兰：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洛阳
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南海丝克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宜华滚动体有限公司、武小力、王迪、于
宏、徐青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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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终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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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艳艳：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武
艳艳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327民初98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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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党鹤翔：本院受理原告郭文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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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答辩状、
当事人权利义务、举证通知书。原告的主要诉求:依法判令
被告偿还借款10000元及利息402.36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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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满后的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安县法院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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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周、孙红梅：本院受理邢石荣与吴英琳及你们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9）豫03民终
2122号民事判决书，按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处理。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社会、吴铁红：本院受理原告康坤诉你们及阮珠子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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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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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留成、李雪利：本院受理原告杨建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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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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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6月10日10时至2019年6月1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平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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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舆县人民
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一、拍卖标的:
该房产位于平舆县县医院西侧，为单独院落的一宗房产，砖混
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房权证号平舆县房权证字第
201300902号，房权证显示的建筑面积218.95㎡，规划用途住
宅，所占用土地取得方式为划拨，土地使用权证号平国用
（2003）第03362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28.4㎡，房权证登记面积
为一、二层面积，第三层实测建筑面积39.38㎡,未办理房产证
并不在房权证登记面积内。该房产交通便利，周边配套设施
齐全，房屋结构完整、水、电齐全，房屋已装修具备入住条件。
该房产价值包含其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和院落附属物地
坪围墙大门价值。该房产在银行有抵押贷款，拍卖款首先用
于归还银行贷款。起拍价:650000元，保证金，32500元，增价
幅度:1000元。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有意看样者
请在正式拍卖日前五日与本院联系统安排看样。

舞钢市人民法院执行公告
王文诚：本院受理孙雅丽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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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1执693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3 日内来本院履行
（2017）豫048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
逾期，公告满后的第7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舞
钢市人民法院技术科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舞钢市垭口钢城
路中段东侧（恒大华府1号楼）3205的房屋（预13001192）选
择评估机构，选择评估后的30个工作日来本院领取评估报
告，如有异议，在选择评估机构后的40日内提出，逾期，评估
报告自动生效，并在淘宝网上选择公开拍卖。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绍恩：本院受理葛忠民申请执行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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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1执恢6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本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3日内来本院
履行（2017）豫048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律义
务，逾期，公告满后的第7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舞钢市人民法院技术科对你名下的所有的位于院岭李培
庄11#105房（房产证号码：06570）选择评估机构，选择评估
后的30个工作日内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在选择
评估机构后的40日内提出，逾期，评估报告自动生效，并在
淘宝网上进行公开拍卖。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丹：本院受理原告余保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702民初1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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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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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海龙：本院执行的苗壮与田海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11执474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失信决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
满之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7）豫0311民初5366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帅艺、贺顺利：本院受理原告王蒙蒙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36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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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明众塑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季华门窗有限
公司诉你及洛阳市河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11
民初9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李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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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家惠多生活超市：本院受理原告王伟
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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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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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毕奉军、毕克贤、毕会芹：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龙区科技园街
道办事处毕沟村扶贫资金互助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诉讼请求：一、依法判令各被告均向原告连带偿还借款
本金30000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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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毕令献、毕雷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事处
毕沟村扶贫资金互助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一、依法判令各被告均向原告连带偿还借款本金30000
元；二、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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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骆玉胜：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
就洛阳市洛龙区绿都塞纳春天三期5幢1单元1-501号房屋
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预售合同编号:YS0226784号,房屋代
码:809948);并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
抵押权撤销、预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撤销及维
修基金变更等相关手续；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向按
揭银行偿还的全部款项12349.39元及补偿金(补偿金自代偿
之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计算至起
诉之日为309元)；三、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及律师代理费
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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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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