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新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帅诉你与被告华北石油管理局
有限公司电力分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1696号民事裁定书
及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超:本院受理原告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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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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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汉民：本院受理原告华东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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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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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磊滨:本院受理原告马全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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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书红、李记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清信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
初745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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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宪文：本院受理原告张海玲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02 民初 24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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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文：本院受理原告卢四平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初348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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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凤光：本院受理原告刘香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327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凤光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支付原告刘香地货款56 5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9年3月
1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香地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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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皇甫实业有限公司、许昌永兆商贸有限公司、皇甫晓
军、金天、王勇、何艳月：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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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战胜、皇甫晓军、麦威、禹州市皇甫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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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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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奇超、何改燕、刘国栋、韩艳冰、毛东林、刘彩霞：本院受理
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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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权伟、刘慧娟、刘攀峰、孙树芳、万永伟、岳彩：本院受理河
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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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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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旭传汽配有限公司、许昌宏尚实业有限公司、郭培栋、
吕永红：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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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军伟、陈亲娟、万权伟、刘慧娟、刘攀峰、孙树芳、万永伟、
岳彩、岳汉伟、郭丹丹、王文龙：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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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押书红、程世杰、李英鸽：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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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布社霞、刘根营、陈二勇、陈丽霞、许昌昊诺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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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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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精准技术有限公司、许昌鑫鼎源科技有限公司、冯会
玲、冯会永：本院受理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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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亚丽、杜翠英、徐小芳、陈非非、白江浩、杜翠霞：本院受理
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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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6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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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建南、吴亚杰、徐贯甫、徐宪甫、吴亚兵、韩晓东：本院受理
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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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6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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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浩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王河正：本院受理刘金铭诉尚
学岭、许昌浩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王河正执行异议之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03 民初 4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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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浩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王河正：本院受理马志勇诉尚
学岭、许昌浩源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王河正执行异议之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003 民初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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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袁俊杰：本院受理张文杰与张学武、许昌县华丰商贸有限公
司、袁俊杰、许昌福缘大酒店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0执恢2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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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海国强与长葛
市昊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
执恢2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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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司、李东法、罗杰增、朱辉：本院受理
李继萍与河南恒达投资有限公司、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
司、李东法、罗杰增、朱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
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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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司、李东法、罗杰增、朱辉：本院受理
李继萍与河南恒达投资有限公司、河南英杰房地产有限公
司、李东法、罗杰增、朱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
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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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芳令：本院受理原告马志杰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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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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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六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苏素玲：本院受理杨利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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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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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素琴：上诉人赵彦坡、陈增旺、陈爱玲就（2018）豫0902民
初9152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利杰、刘庆：本院受理原告闫廷凯诉你们、张社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民初11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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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启谭：本院受理原告王庆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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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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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利均：本院受理李慧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7）豫0928民初350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
你未签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评
估、拍卖你名下位于濮阳市鑫金国际1号楼10楼1001号房
产。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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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贵峰：本院受理（2019）豫0603民初45号原告孟志伟与被
告金贵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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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景晓兰：本院受理（2019）豫0603民初510号原告张筱兵与被
告景晓兰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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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卧龙腾飞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9）豫0603民初
59号原告卫辉市永固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中晨路
桥建筑（北京）有限公司、鹤壁卧龙腾飞置业有限公司、马常
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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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郭占文与被执行人河南省淇县永达食业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河南省淇县永达食业
有限公司持有的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754.333万股(请
自行咨询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了解股权交易中对购买人
条件的规定，本院不承担拍卖成交后不能办理转让登记手
续的责任。)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
为三十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
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依法拍卖。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股权754.3333 万股，评估价为927.83 万元，起拍价为880
万元，保证金为44万元，增加幅度为10万元。标的物转让
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
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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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10时至2019年6月21日10时止拍卖许昌市襄城县昇达福
苑B1幢4单元401号房产（预告证号：YG-001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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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225执641号

毕志维：本院已立案受理张松峰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不能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限制消费
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报告财产情况。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花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市新锐置业有限公司、
杨文、张平、杨海珠、张宁：本院受理原告李杰诉被告开封市
盈科伟业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开封市东京海洋馆有限公司、
开封市花舍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市新锐置业有限公司、
杨文、张平、杨海珠、张宁、张桂斌、马超、李少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04
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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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将于送达之
日起15日后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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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宇（412726199105240010）：原告刘光华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手续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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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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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开封鲜刻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清洪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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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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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新建、杨东红、赵威钧、河南省信阳市长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信阳市楚王城管理区东区大市场：本院审理的原告中
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邮寄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
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
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依
法做出判决，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82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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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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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长文申请执行河南金淇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刘宗芳、岑婧博、刘海峰、张瑞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依法对被执行人刘海峰、张瑞红位于辉县市太行大道东段
路北尚成家园1号楼105铺的房产（产权证号：201503939）进
行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6月20日以后登录鹤壁
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
事项。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帆：本院受理原告高冠忠与你及李磊、李恩浩、李思雨、代
辉、李金贵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184民初5262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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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帆：本院受理原告高冠忠与你及李磊、李恩浩、李思雨、代
辉、李金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高少华诉你及李磊、李
恩浩、李思雨、代辉、李金贵、河南省新郑市蜂业有限公司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沙学文诉你及被告李磊、李恩浩、李
思雨、代辉、李金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5259号、5260号、5261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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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靓：本院受理原告苗三娟、王香琴、郭爱琴、魏晓凯、苗清
涛、申小龙诉你、被告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南
刚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8545号民事判决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湖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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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亚军、刘玮：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逊诉被告马亚军、张林辉、
刘玮、河南轩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28435
号上诉状（上诉人张林辉）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东楼北部418领取该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同创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坤、许宏涛：本院在执
行李遂山与郑州同创资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李遂山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被
申请人许宏涛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105执异25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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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渝红、葛渝平、葛渝琴、葛思含：本院受理原告张晓瑜诉被
告葛渝英、葛渝红、葛渝平、葛渝琴、葛思含离婚后财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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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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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倩：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
诉河南宏益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倩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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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会杰、郑州房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杜树乾，
董小欢诉郑州房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蔡会杰房屋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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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进中、毕改红：本院受理黄焕莲与冯进中、毕改红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
4229号执行通知书、执行决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
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2018）豫01民终12717号民事判决
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毕改红名下位
于郑东新区商鼎路1号院2号楼3单元12层1204号的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1001022469）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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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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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6 月 3 日 10

时至 2019 年 6 月 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上海
市浦东新区宣桥镇15街坊8/11丘的土地和上海市浦东新
区蔡伦路 88 号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二次），详情
请 关 注（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a213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
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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