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明理路支行 诉 被告李松江、魏贻春、郑州市正丰物
业有限公司、裴改丽、申瑞玲、魏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75起诉状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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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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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伟红、邓锦杰、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被告郑州市正丰物业
有限公司、邓锦杰、裴改丽、魏贻春、魏萌、耿伟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
19570号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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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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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明理路支行 诉 魏贻春、王媛媛、魏萌、郑州市正丰物业有
限公司、裴改丽、谢振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9号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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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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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俊英：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广南路支
行诉被告河南新优阳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永卫、吴硕、郭
亚南、魏贻春、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裴改丽、魏萌、侯
俊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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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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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明理路支行 诉 被告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
春、蔡红琳、乔红亮、裴改丽、魏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72号起诉状副
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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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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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猛、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被告李二猛、郑州市正丰物业
有限公司、裴法有、魏萌、魏贻春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74号起诉状副
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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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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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 被告刘巧霞、武明立、郑州市正丰物业
有限公司、裴改丽、魏贻春、魏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4号起诉状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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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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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玄都、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 被告魏萌、屈银霞、裴改丽、魏
贻春、张玄都、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8号
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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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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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明理路支行 诉 被告魏萌、魏贻春、孙雪芹、郑州市正
丰物业有限公司、王伟、裴法有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5号起诉状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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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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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明理路支行 诉 被告崔东涛、裴改丽、崔秋霞、郑州市
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7号起诉状副
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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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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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生、河南省卓基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郑州隆鑫建
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卓基实业有限公司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郑州隆鑫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你们为被执行人申请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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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涛、姬晓歌:本院在执行高必岗与河南锦程路桥工程实业
有限公司、孙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高必岗
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袁建勇、姬晓歌为被执行人申请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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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亮：本院受理文丰伟诉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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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冠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威苹诉被告田冠华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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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民
初1349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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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春亭、王爱芝、韩纬、夏月芹、韩超：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博金商贸城支行诉被告河南明正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河南爱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春亭、王爱芝、韩
纬、夏月芹、韩超、河南诚之鹏贸易有限公司、陈晓鹏、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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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司法鉴定意
见书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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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古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7月28

日10时起至2019年7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港湾路1号院金色港湾48号楼南3单
元7层东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7月28

日10时起至2019年7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对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305号3号楼1单元10层东户房产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高强与杨帅等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评估被执行人杨帅名下所有的豫K90565号小型轿车进行评
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
告如下：拍卖标的物：杨帅名下所有的豫K90565号小型轿
车。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及拍卖价格：被执行人杨帅名
下所有的豫K90565号小型轿车评估价为210800元，经合议
庭合议，建议将以评估价 210800 元作为起拍价，保证金为
40000元，增加幅度每次为200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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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
有关拍卖信息。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第二次拍卖）
关于陈晓敏申请执行张华、李战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北京高地经典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李战省的房产进行了评估。现将拍卖事
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118号院2
号楼1单元20号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81.65㎡。拍卖标的
物所有权人：李战省。拍卖机构：淘宝网/京东网司法拍卖
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
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
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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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起拍价、保证金、拍卖时
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等有关事宜的，请在工作时
间联系。联系电话：0371-62032872。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樊占芳、苏爱君：本院受理原告程晓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85民初26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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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十五份，
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玉、苏亚丽：本院受理原告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十三里桥支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文华：本院受理原告王达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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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喻先辉：本院受理原告刘时良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1522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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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拥军:本院受理原告彭丽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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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起
诉请求：1、离婚；2、婚生儿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支付抚养费
24204元。自本公告之日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起答辩与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与 30 日。本院于
2019年10月11日8时在本院万冢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伍、王妮旦、罗向红、王随山:本院审理原告驻马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杜伍、王妮旦、罗向红、王随山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四人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9) 豫1702民初19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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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强、王金环：本院执行的申请人张景新与被执行人张强、
王金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对本案中查封的被执行人张强、
王金环所有的位于睢阳区长江路南星林路北东方塞纳10号
楼2-1005号房产一套（商丘市房预字第2015字第00052498
号）已依法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402执
恢23号执行裁定书（拍卖、变卖上述房产）及河南中正房地
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豫郑中正评字（2019）06385号
房地产评估意见书，评估价格为人民币68.72万元。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本院将依法公
开拍卖。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商丘市欣帝仓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商丘市睢阳区支行与被告商丘市天下仓粮食购销有限公
司、商丘市东航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商丘豫商智能机器人科
技有限公司、河南高老庄食品有限公司、王俊豫、商丘市欣
帝仓储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案号为(2019)
豫14民初115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
加被告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9)豫14民初
115号民事裁定、(2019)豫14民初115号之一民事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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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荣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光山县阳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孟州宏源电器有限公司诉你们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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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第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世江、肖丽：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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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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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同立：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省杂粮先生食品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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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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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判团队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备战：本院受理原告荆迎超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23民初11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沁北中心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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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8 月 9 日 10 时至

2019年8月10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博爱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位于博
爱县清化镇西关村北街西路混合结构房产一座（房屋所有
权证号：博字第10841号）。拍品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联系人：贺法官，联系电
话：17603917576备注：上述拍品如流拍，本院将依据相关法
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卖。了解该拍品的后续拍卖
（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翠兰：本院根据（2017）豫0811民初3396号民事判决书受
理了常艳葵申请执行侯翠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现羁
押于看守所，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
令、(2017)豫0811民初3396号查封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
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
延至第一个工作日）9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
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
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
束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波：本院根据（2018）豫0811民初2985号民事判决书受理
了司全香申请执行刘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811执871号查封裁定书、选
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
（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9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
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
见。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艳琴、赵森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
支行与被告杜艳琴、赵森淼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84民初1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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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安：上诉人张烈均与被上诉人罗小华与你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民终11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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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建国：再审申请人张玉玲、吴建国与被申请人刘丙权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于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8）豫10民终字第19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
院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裁定再审本案，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开庭传票。自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1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朱俊梅、周伟超申请执行王清然交通事故

纠纷一案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王清然驾驶的登记在谢
付民名下的豫11/62993号大中型轮式拖拉机进行了评估并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
物：王清然驾驶的登记在谢付民名下的豫11/62993号大中
型轮式拖拉机，标的物所有人：谢付民，评估价格:18000元，
经合议起拍价为18000元，保证金为2000元，竞拍增加幅度
为200元，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执结登录我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参与竞买（http://sf.taobao.com，户名
长葛市人民法院）。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7月20日10时起至

2019年7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本案拍卖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拍卖标的：一、河南省鄢陵县城区胜利路东侧小院房
产一处。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价为：492750元。保证
金 ：80000 元 。 联 系 人 ：王 法 官 。 联 系 电 话 ：0374—
7263015。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柴亚楠：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你借
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本院（2019）豫1003执恢23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
履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本公
告期满3日内履行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6）豫1002民
初94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对已查封你名下位于鄢陵县311国道北汤泉公馆43幢b
号房产一处予以评估、拍卖或变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的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
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
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
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本院受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与你借款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本院（2019）豫1003执恢24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本公告
期满3日内履行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5）魏民金初字
第1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对已查封你名下位于禹州市钧台办临河路颍河秀水苑联
体叠加2号楼2单元4-6东户房产一处予以评估、拍卖或变
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联系办理有关评估、评估报
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
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过程中有
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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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王磊诉
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003民初42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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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少军、陈春英：本院受理原告张俊生、张城诉你们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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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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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东洋：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臣诉你与陶二建租赁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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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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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洋刚、梁雪峰：本院受理原告徐宏义、张红英诉闻应祥与
你们二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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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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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遆好伟、康巧菊：本院受理原告张东洋与被告遆好伟、康巧
菊、张凯、荣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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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的有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军霞、路常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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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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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任店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韦广东：本院受理原告刘宏伟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422民初16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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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涛：本院受理闫红霞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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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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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涛：本院受理刘佳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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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申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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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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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家事审判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嵇俊枝、张安：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与被上诉人嵇青枝、毛成强、张芳、张卫国及你们
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03民终1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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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益权、孙延敏：赵鲜平与曹益权、孙延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02执251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申报财产表、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令、
失信决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2018）
豫0302民初510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孙延敏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道南路15号院3
幢2-602号的房产予以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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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事宜通知。你们应予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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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利国：本院受理原告晋全朝诉你及被告晋少敏债务转移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11
民初59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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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红：本院受理原告刘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11 民初 27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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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彩霞、张照阳、鲁延鸽、郭小勇、薛小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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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722号
一案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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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站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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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327民初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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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战卫、郭银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
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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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亚青：本院受理上诉人赵延霞诉被上诉人乔帅毅、张亚青
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3民终34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桥、张建辉：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宁支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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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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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朝群：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宏伟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 签 订 的《商 品 房 预 售 合 同》（编 号 ：
YS0207384）；2、判令被告将洛阳市洛龙区洛宜路588号蓝郡
汇景湾小区18幢1单元3101号住宅用房退还给原告；3、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为其代付的银行贷款本息46814.97元;4、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12918.4元；5、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为
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30000元；6、本案诉讼费用、保全
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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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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