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宇：本院受理河南启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诉赵红
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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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惠济区惠民街 6 号 11 号楼 2 单元 7 层 90，登记证明号为
（1509087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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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3r4
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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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0

时起至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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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金水区天伦路11号院8号楼1单元12层48号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
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
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珮、刘桂琴：本院受理了原告禹梦阳诉你们继承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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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及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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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0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传勇：本院受理原告刘磊诉你和王红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882民初3296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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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湾湾：本院受理原小万诉你等人为共有纠纷一案，已作出
（2018）豫0882民初309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原小万和被告
王占芹、史林飞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上诉状各一份。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建国、侯海群、侯素珍、史俊红、侯素：本院受理原告焦作
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804民初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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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建旺：申请人程柱在与被申请人韩建旺民间借贷纠纷（执
行程序）一案中，申请对被申请人加油机、油罐、大磅各一
台、房屋一层十间（详见查封财产清单）价值进行评估，现依
法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传票和查勘现场通知书、拍卖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2019年
7 月 15 日 15 时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技术室选择受托评估机
构，2019年7月18日15时查勘现场。2019年8月2日至2019
年8月5日到博爱县人民法院技术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
不按时到场或领取评估报告，不利后果自行承担。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屈建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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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事人须知、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艳辛：本院受理王春山、王春枝、许彦群、杨银兰、王春生
诉开封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新奥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廊坊分公司、庞艳辛劳务合同纠纷五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3民初1577、1580、1581、1582、
1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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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天伟：本院受理黎宏强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 豫0203民初16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203执204号
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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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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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永峰：本院受理黎宏强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豫0203民初20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203执205号
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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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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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福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杞县新鑫建筑
设备租赁部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 豫0221民初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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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河南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罗山
县河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登封市河电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
林州华电分布式新能源有限公司、廖元元、翟卫刚、翟卫刚：
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顿汉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与灵宝华
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三份，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手续，逾期
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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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在京东网法院网络拍卖平台对位于开封市西环城路
16-3-5 房屋公开拍卖。房屋建筑面积 94 平方米，询价为
450519.00元，在询价的基础上降价30％为316000.00元，有
意者可登录京东网法院网络拍卖平台参加竞买。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行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德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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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民初80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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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莹莹：本院受理原告郑国安诉被告黄莹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9）豫0184民初285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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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艳：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1003民初1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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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科丰纺织原料加工厂、陈长根、田金娥、许昌金博利
箱包股份有限公司、杨成伟、周喜旺、河南润昌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王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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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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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9年8
月5日10时在长葛市人民法院第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广强：本院受理原告周志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原
告韩巧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尚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丹：本院受理原告赵广卿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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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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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B307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瑞华实业有限公司、李国民、王丽娜：本院受理王继
红与禹州市瑞华实业有限公司、李国民、王丽娜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恢25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
书、执行催告通知书、传票、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铁子：本院受理张温平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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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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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幸涛：本院受理冯顺凯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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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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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郭长松、郁洁、郑方亮、洛阳凯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请求判令被告王辉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利息。（其中自2017年8月1日至2018
年7月26日按月利率10.65‰计算。自2018年7月27日起
至全部本息偿还完毕之日止，按月利率15.975‰计算）截至
2018年8月27日应付利息：46167.75元；2、请求判令被告郭
长松、郁洁、张国庆、黄双梅、郑方亮、洛阳凯泽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4、请求判令原告对被告张国庆为义务人原告为抵
押权人的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4号5幢3-201、洛阳市
瀍河区下园路华林新村304幢1-501【不动产登记证号：豫
（2017）洛阳市不动产证明第00165478号】房屋享有优先受
偿权，优先受偿上述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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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2003号公判庭开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中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新奥华油
燃气有限公司诉你供用气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91民初1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被告洛阳中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支
付原告洛阳新奥华油燃气有限公司燃气费64626.96元；案件
受理费1416元，公告费540元，合计1956元，由被告洛阳中
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604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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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卿、孟一鸣、孟明：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燕辉与被
执行人孟万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申请执行人王燕辉向
本院申请追加、变更当事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听证传
票、追加、变更被执行人申请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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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在本院执行局裁决庭（审判庭2002）举行听证，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小用、毕粉菊、解青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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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春彦：本院受理的原告赵圆青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
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货款43827元，
2、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利息自2016年8月至货款全部付清之
日的利息，3、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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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庆涛、郑小亚、洛阳方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王晓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6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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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崇记申请执行
洛阳盛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证书一案。因你在法定
期限内未履行（2017）宜证执字第1号执行证书确定的给付
义务，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8）豫0327执292号
民事裁定书查封你公司抵押给刘崇记位于宜阳县锦屏镇红
旗东路北侧盛安花城一单元18层01室、02室、03室、04室、
二单元18层01室、02室、03室、04室、住宅八套。经评估，评
估价为370.11万元。现公告给你送达汴方迪（2018）估字第
FJU10021号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６０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视为送达，本院将对
查封你公司位于宜阳县锦屏镇红旗东路北侧盛安花城一单
元18层01室、02室、03室、04室、二单元18层01室、02室、03
室、04室、住宅八套房产进行拍卖。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卫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拖欠的物业管理费10272元
及违约金5228元、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拖欠的生活垃
圾费 120 元、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0 月拖欠的水费 296、
2011年至2016年拖欠的占暖费5707元及违约金8792元，共
计3041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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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巧云：本院受理的原告于玲玲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支付欠款 87400 元以及其他损失
6600元；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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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龙
门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新伟：本院受理赵彩平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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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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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1618号

郑州宇动新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柴油机重工有限
责任公司申请执行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2017）
豫0305民初2275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因你拒不履行还
款义务，本院将于2019年6月12日至13日对你名下持有的
中电建河南新能源有限公司49%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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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内来本院执行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晓争：本院受理原告李明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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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延周、李淑敏：本院受理原告任淑芳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晋：本院受理原告彭自康诉被告杨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被告杨晋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原告请求：
一、判令被告何红偿还原告借款40000 元及利息28000 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在本院308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红：本院受理原告郭趁诉被告何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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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法律文书，原告请求：一、判令被
告何红偿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上午在本院308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敏诉被告

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告平
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法律文
书，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平顶山市东城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在本院
308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辉：本院受理原告刘延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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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字第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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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辉：本院受理原告周昌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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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字第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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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辉：本院受理原告潘宏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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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字第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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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鹏飞：本院受理上诉人杨红军与被上诉人闫玲及原审第
三人赵明山、赵鹏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二审案号
（2019）豫04民终1510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4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河南省豫中监狱提审
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占杰、李素粉：本院受理原告宋兆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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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2019）豫0482财保
1355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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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1783号

付彦桦：本院受理原告周芯如诉你与钟雷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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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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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民初33号

信阳市浉河区四源商店：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
你依法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届满后的2019年7月19日8时30分，在
本院第9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民初43号

固始县金盛酒业：本院受理原告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依法
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届满后的2019年7月19日8时30分，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6月13日10时

至2019年6月14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公开拍卖信阳市平桥长信蓄电池制造有限公司持有的
信阳市浉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725 万股股权。起拍价：
1500万元、保证金：150万元、增价幅度7万元。联系电话：
0376-6677103（于警官）。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9年5月25日10时至2019年7月23日10时止漯河

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
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103
号院3号楼东4单元5层51号房产（产权证号0901054376），
2019年6月14日10时至2019年6月15日10时公开拍卖漯河
市召陵区黄河路与中山路交叉口泰威中央公园20幢903号房
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相关材料中
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95-3561822，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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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日
10时至2019年6月11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
沙田世纪苑8#楼8幢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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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571060，特此公告。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诺德：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口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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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亚冰：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天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与被告许亚林、洛阳市天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洛阳融
弘商贸有限公司、第三人：洛阳白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人：郭东顺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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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4日8时3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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