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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薛国永、济源宇鑫丝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有才诉
你们及薛兴男、陈玉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
庭一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才：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伊思源食品有限公司诉你劳
动争议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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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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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梁高振：本院受理原告常小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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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芦煜民、罗艳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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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
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垚：本院受理原告杨玉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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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
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嘉合兴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贾永刚诉你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9001 民初 2884 号民事裁定，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候合香：本院受理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朱长海、聂敏红、张化兵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9857号民事
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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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静阳：本院受理郑小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民初 739 号民事
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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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卫：本院受理原告韩建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民初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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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晋禄建：本院受理原告酒青山与被告孙忠干与你返还原物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
初94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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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煤矿与被上诉人河南省济源市
矿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6民终49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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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常金伟、常金和、曹大婷、庞佑
芳、杨永胜、鲁山县常青园林绿化有限公司、肖伟：本院受
理原告鲁山县中小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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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423
民初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鲁吉兰实
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鲁山
县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300000元及利息(利
息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标准，自2017年9
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被告常金伟、常金
和、曹大婷、庞佑芳、杨永胜、鲁山县常青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肖伟对上述代偿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6206元，由被告河南鲁吉兰实业有限公司承担。限你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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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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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铁见、陈升升：本院受理原告吴向东与被告陈铁见、陈升
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423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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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东伟：本院受理原告杨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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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0423民初3205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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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
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淞：本院受理原告王孝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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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23民初3206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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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10时在本院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芳：本院受理原告袁新峰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传票。原告
请求:1.原被告离婚; 2.婚生女袁某某、婚生子袁某某由原告
抚养，被告承担抚养费; 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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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振伟：本院受理原告王纪增诉被告陈振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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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0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金太贸易有限公司、李海东、黄军建、吴瑞莹：本
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平顶山市
源东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瑞姿商贸有限公司、吴瑞红、
吴玉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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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民初 615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君之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彩霞与被
告王光杰、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8750 元，利息 6215.63 元
（按月息0.3%计算2015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14日），
共计54965.63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预定利率支付利息
直到本息清偿完毕为止。因你公司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起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审理该案，
如未按上述时间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杰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四合家
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你公司、舞钢市文豪九味众品
大虾火锅店，第三人舞钢市瑞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二被告
连带清偿原告物业管理费9591.72元【物业费以被告房屋
每平方每月1元计算2018年7月2日至2019年7月1日（合
同约定为季度预交制）】、违约金3078.94元（违约金以每季
度欠缴数额分段计算违约天数乘以日千分之三得出），合
计12670.66元，被告实际应支付违约金至物业费清偿完毕
之日止。因你公司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起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8时
30分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审理该案，如未按上述时间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孙云恒：本院受理上诉人余保强与被上诉人刘东发、河南
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民终821号
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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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敬岗：本院受理原告杨银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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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民初27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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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林江：本院受理原告许昌正冉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03民初26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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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金之彩包装有限公司、程国振：本院受理原告许昌合
兴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03民初247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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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雪丽：本院受理原告黄路平诉你、第三人田凌云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 0883 民初 855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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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小柯、孙云霞：本院受理原告武陟县恒丰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823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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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毛瑞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爱纳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韩志刚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豫
0882民初1668号、16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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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崇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东超：本院受理原告李富才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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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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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全豪：本院受理原告李世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26 民初 138 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驳回原告李世梅的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谈店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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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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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9年
7月27日10时至2019年7月28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
区黄河路东段广鑫帝景城3#楼1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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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8月17日10时至

2019年8月1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刘
建所有的位于临颍县文化路氨水厂家属楼一处房产，被执
行人杨文正所有的位于临颍县新城路南段东侧一处房产，
被执行人杨文正所有的位于临颍县城关镇铁东路生活区
一处房产。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436.JaSrit）。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豪:本院受理吴红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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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明：本院受理原告鹤壁市淇滨区长江路办事处兴波设
备租赁站与被告刘建明、刘海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11民初135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215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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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帅：本院受理原告李耀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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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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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马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显培: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
社诉被告张显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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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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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开庭。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永正、赵少伟：本院受理原告濮阳新兴建设劳务分包有
限公司诉被告潘永正、赵少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19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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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甲伏：本院受理原告张利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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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1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刚：本院受理原告李金容诉你变更抚养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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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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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术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宗银诉你及被告王强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庆祖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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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金英：本院受理小蜜蜂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安阳分
公司申请执行吕金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小蜜蜂融资租
赁（上海）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向我院提交拍卖申请，申请
对吕金英名下车牌号为豫JE1819号车辆予以拍卖。现法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02 执恢 339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2019)豫0902执
恢339号拍卖裁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刊登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本院
将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将视为你放弃权利，关于上述财产
的评估报告及拍卖公告不再另行公告。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宽、王红伟：本院受理原告马山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
初4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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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胜本、翟伟杰、王国庆：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濮阳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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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国强、段军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
州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518 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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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伟吉、徐月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
州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496 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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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威（张威）：本院受理原告武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683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八里营法庭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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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王凤娟（王凤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683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八里营法庭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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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廷：本院已立案受理李凤琴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在执行过程中，安阳县人民法院（2011）安民二初字
第201号民事调解书已生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安阳县
人民法院（2014）安执字第00269号执行裁定书及安阳县人
民法院（2014）安执字第0026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责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安阳县人民法院（2011）
安民二初字第201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义务。逾期不履行，
本院将采取拘留，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大花：本院已立案受理王佳佳、张艳会申请执行你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安阳县人民法院（2014）安民初字第
01197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安阳县
人民法院（2015）安执字第0021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责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安阳县人民法院
（2014）安民初字第011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你逾期
不履行又不报告财产，本院将对你采取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冀忠、王永军、田勇、刘卫东、卢潇楠、柴继红：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6
财保18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淇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22民初662号

王军伟：本院受理原告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王军
伟、纪晓辉、王长安全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定于送达期满后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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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

日10时起至2019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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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郑州市惠济区黄河南岸86号果岭山水三期11号楼1
单元 3 层 1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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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郭小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河南中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郭小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104执253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即日履行（2018）豫
0104民初708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对郭小勇名下的车辆（车牌号为：豫C6877A）
予以查封、评估、拍卖。本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于
公告期满次日起第3日到本院执行局311室领取评估报告
及拍卖裁定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收到评估报告之
日起3日内向本院提出，未到庭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
异议，将视为你放弃相关权利。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苏月凤：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银基支
行诉被告苏月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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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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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南曹法庭201室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桂蕊：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基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诉你
撤销行政行为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8行
初48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
政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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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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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0105执5934号

张晓燕：河南鑫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张晓燕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金民二初字第981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
务，权利人河南鑫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8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执593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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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张晓燕名下奥迪牌（豫
A1GD03）的汽车一辆进行评估、拍卖。限你自本公告期满之
日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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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有关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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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