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宝梅：本院受理原告贾召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3民初872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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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裴继东：本院受理上诉人王凝楠与被上诉人裴继东、陈朝宏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01民终836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1196号

王云云：河南楚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王云云追偿权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2018）豫0105民初790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
河南楚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向本院申请
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
11196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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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将对你
限制高消费，并对王云云名下奥迪牌（车牌号：豫R9R650）的
汽车一辆进行评估、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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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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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上官伟亚、冯文杰：本院受理杨宽会诉上官伟亚，冯文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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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建：本院受理原告高玉庆诉被告毛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祥东：本院受理原告曹磊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3民初1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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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尚红伟申请执行张意选、闫会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闫会伟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长葛市人民
路南段东侧房产（证号：00008974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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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会伟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东侧房产（证号：00008974号）。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闫会
伟，房屋面积130.85平方米。评估价格为343000元，经合议
起拍价为308700元、保证金30000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
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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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鼎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肖峰与被上诉人
陈全明、原审被告周口市阳光房产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鼎华置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民终1481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结果：本案按上诉人肖峰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现
公告向你送达该裁定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该裁定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一审判决自本裁
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卢元帅：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富安兴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梁刚、原审被告卢元帅、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许昌帝景置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 民终
105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一、维持河南省许昌市魏都
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2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项;二、变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8）豫
1002民初153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铁十局集团城市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现公告向你
送达该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判
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卢元帅：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富安兴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
诉人梁刚、原审被告卢元帅、中铁十五局集团城市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许昌帝景置业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 民终
10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一、维持河南省许昌市魏都
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2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项;二、变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8）豫
1002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中铁十局集团城市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现公告向你
送达该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判
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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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10时

至2019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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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六大街香格里拉小区1号
楼、3号楼第3层商业用房。起拍价：5570.32万元、保证金：
500 万元、增价幅度:15 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06（王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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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10时至

2019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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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信阳市羊山新区新六大街香格里拉小区1号楼、3号楼第2
层商业用房。起拍价：6939.38万元、保证金：700万元、增价幅
度:20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06（王法官）。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安：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学立与被上诉人刘建生、原审
被告李金安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民辖终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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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永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洛阳中传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河南瑞扬车身有限公司、范少龙、曾家珍：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依据本院（2015）洛民金初字第50号民
事判决书申请执行洛阳永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洛阳
中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南瑞扬车身有限公司、范少龙、
曾家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9）
豫03执恢46号恢复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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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
起7日内到本院办理本案执行过程中的评估、拍卖等相关事
宜，逾期不到，将视为你们放弃相应的权利，本院将随机抽
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再另行
公告，并对上述财产依法在网上进行公开拍卖。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钦：本院受理原告王仁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11民初15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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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燕、段建中：本院受理原告王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刘晓燕返还借款21000元，并按
照约定利息支付自2018年4月30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
息；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005公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永利：本院受理刘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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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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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11
民初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冬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费3446.87元，理赔款25885.72元，共计29332.59元及违
约金（以29332.59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2015年7月
17起计算至29332.59元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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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02民初92号

洛阳昊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拴群与被
告你、刘耀森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原告刘
拴群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02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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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晨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洛阳开
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杨卫、赵跃军、马伟及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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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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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娟霞：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
被 告 签 订 的 平 银 洛 阳 分 行 个 信 贷 字 2016 第
RL20161213001541号《个人信用贷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
告潘娟霞一次性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63827.37元、利息0.00
元、罚息35.90元，共计63863.27元（利息、罚息按照合同约定
的计算标准暂算至2019年3月13日，并连续计算至贷款本
息全部还清之日止）；3、本案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
费、公告费等原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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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袁志强、姚艳艳：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洛阳顺易机器制造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洛阳晶
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袁志强、姚艳艳、陈峰、江松伟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民辖终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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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新傲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曌鹏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洛阳爱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洛阳宝驹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余海发、余海峰、张磊、王小平、陈琳、王重阳、
张建立、朱妍：本院受理的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第一被告洛
阳新傲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1910000.00 元，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至本息还清之日止。
截 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 所 欠 利 息 、复 利 及 罚 息 合 计 为
200790.36元（利息为67338.3元；复利从2018年6月21起至
2019年1月23日为3925.41元，从2019年1月24日起至利息
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88%计算复利；罚息从2018 年9
月9日起至2019年1月23日为129526.65元，从2019年1月
24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7.82%计算罚息）。
二、依法判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
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被告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第一
被告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
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十二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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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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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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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华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洛阳宝骐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洛阳爱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余海峰、沈聆、沈旗、李
伟利、王佩、王重阳、张建立、张磊、刘凯伦：本院受理的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令第一被告洛阳华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790000.00元，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
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截至2019年1月24日所欠利息、复利
及罚息合计为276059.39元（利息为147088元；复利从2018
年6月21起至2019年1月24日为7438.99元，从2019年1月
25日起至利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88%计算复利；罚
息从2018年10月29日起至2019年1月24日为121532.4元，
从2019年1月25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7.82%
计算罚息）。二、依法判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
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被告对于第一项诉讼
请求中第一被告应当承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十二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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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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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
时在本院民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远通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华仕途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德正废弃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王晓武、穆雪芳、张全
红、张春红、周现社、周社民、周安乐：本院受理的洛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一、依法判令第一被告伊川县远通商贸有限公司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金2540000.00元，利息、罚息及复利计算至本息还
清之日止。截至2019年1月24日所欠利息、复利及罚息合
计为329436.68元（利息为127895.17元；复利从2018年3月
21起至2019年1月24日为9105.68元，从2019年1月25日起
至利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11%计算复利；罚息从2018
年8月13日起至2019年1月24日为192435.83元，从2019年
1 月 25 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16.5%计算罚
息）。二、依法判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
八、第九、第十被告对于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第一被告应当承
担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诉讼费、保全费及其他实
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十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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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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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院民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司、洛阳夏苑林业有限公司、马育
民、宋新、孟卓、任方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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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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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柴发动机有限公司、洛阳惠航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张丙奇、李改青、张波、李宗社、
张秀利、李迎社、朱晓平、藏留蛟、宋玉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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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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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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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澳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
南亚日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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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少彬、朱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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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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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联合煤炭化工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郑州毛庄绿园实
业有限公司、河南鹏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绿源山水生
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世贸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毛
庄绿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张之鹏、陈桂芝、张慧芳、曹晋
虓、唐书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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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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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洛阳市天帅工贸有限公司、偃师
市连达机械有限公司、藏天奇、藏留蛟、宋玉若、高保军、张
素珍、王朝兵、张成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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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被
告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180957.72元并
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代偿金额自代偿之日起按照每
月2%利率的标准截止至2019年2月14日为69537.19元，之
后的逾期利息以180957.72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15日起
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依法判
令被告洛阳市天帅工贸有限公司、偃师市连达机械有限公
司、藏天奇、藏留蛟、宋玉若、高保军、张素珍、王朝兵、张成
楠对被告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由各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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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
有限公司、李雅利、王海涛、白国政、白晓静、李国政、杨晓
利、曹文治、白灵云、范俊芳、王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
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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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11民初219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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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川县泰岩商砼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天森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阳瑞石商砼有限公
司、伊川县威隆焊剂有限公司、伊川龙泉富威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伊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白天森、范俊芳、王彩
华、李正辉、范胜飞、范武军、刘利娟、白晓静、白国政、曹文

治、白灵云、赵瑞勤、吴文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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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11 民初 219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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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
司、李雅利、王海涛、李国政、白晓静、白国政、杨晓利、范俊
芳、王彩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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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11 民初 219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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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伊川县金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
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博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皇厨餐饮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
阳市辰诺贸易有限公司、曹义如、王利坡、李正辉、刘静、范
涛、曹义刚、李晓利、李洪涛、郭盼盼、范俊芳、王彩华、曹文
治、白灵云、宋小立、范利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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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11 民初 22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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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富威大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
司、洛阳市富威焊剂有限公司、伊川县今世福珠宝有限公
司、李国政、杨晓丽、范俊芳、王彩华、李雅利、王海涛、白国
政、白晓静、白灵云、曹文治：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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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11 民初 227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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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一米机械有限公司、伊川县金帝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伊
川县亿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博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洛阳皇厨餐饮有限公司、洛阳鑫阳光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
阳市辰诺贸易有限公司、李洪涛、范俊芳、曹义刚、李晓利、
毛尊安、曹文治、白灵云、刘静、范涛、宋小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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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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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曾用名：洛阳澳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开迈电气设备
有限公司、洛阳拓邦铝业有限公司、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
公司、洛阳泰恒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洛阳大元电缆有限
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河南亚日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伊川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晋
亮亮、远雯、晋备战、晋亮、胡娟娟、袁小霞、冯跃彬、赵尹楠、
冯俊飞、王咪婷、晋亚佗、张灿伟、董巧珍、张小平、叶安敏、
张翠平、胡强国、范雅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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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
被告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65069.86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31404.02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31
日起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33665.84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4日起按照月利率2%的标
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
11日为8888.18元）；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洛阳开迈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拓邦铝业有限公
司、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洛阳泰恒机电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伊川县恒泰国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晋亮亮、远雯、晋备
战、晋亮、胡娟娟、袁小霞、冯跃彬、赵尹楠、冯俊飞、王咪婷、
晋亚佗、张灿伟、董巧珍、张小平、叶安敏、张翠平、胡国强、
范雅秀对被告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依法判令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对被告晋亚佗出质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4、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公告费用由各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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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院李楼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屹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赵车子与
被上诉人李凌、洛阳屹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
03民终3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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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兴华：本院受理原告杜瑞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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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云（郑冰洁）：本院受理原告牛佳琦诉你与牛永海所有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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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
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立明：本院受理原告王亚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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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程林：本院受理原告李保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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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0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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