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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的原告梁永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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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4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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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的原告梁永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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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4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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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的原告邢梅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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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4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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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艳玲：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帅诉被告杨艳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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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105民初141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柳林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邢文轩申请执行河南六合置业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
民初 20186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12137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失信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现责令你自送达之日起3日内按照（2018）豫0105民
初20186号民事判决书履行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本案。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六合置业有限公司：徐海梅申请执行你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9）
豫0105执1213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书、
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
出的（2018）豫 0105 民初 2018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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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长青：河南正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马长青追偿权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2018）豫0105民初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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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人河南正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向
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105执10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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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你名下所
有的车牌号为豫C76N60宝马牌黑色小型越野客车一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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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本院受理常永革
诉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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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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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本院受理王振凤诉
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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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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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本院受理常淑梅诉
朱登顺、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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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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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荣花、朱登顺：本院受理李莹诉樊荣花、朱登顺民间借贷
纠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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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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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本院受理郭福娥诉李永
立、樊云萍、朱国顺、姚小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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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月莉：本院受理原告耿冰亮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8民初4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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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月莉：本院受理原告马路恒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8民初46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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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展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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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朝阳、侯月莉：本院受理原告石朝阳诉你们及张峰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108 民初46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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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舜之华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郑州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因被上诉人田欢欢撤销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原审第三人郑州舜之华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行终571号行政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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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10时起至2019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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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上对豫 ND5M25 北京现代牌 BH7162HAV 汽车一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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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冰：本院受理原告马强强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3民初
9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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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铁龙物流有限公司诉河南金驹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经与各方当
事人协商对被执行人河南金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网络拍
卖。经函询河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并经当
事人双方认可，确定股价为每股2.8元，共计拍卖1813637
股，5078183.6元。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河
南巩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拍卖标的物的所
有权人：河南金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拍卖机构名称：工商
融e购；拍卖时间：2019年8月12日10时至2019年8月13
日10时。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优先购买权人，在同等价
格下具有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
了解上述拍卖股权的购买人资格、拍卖底价、拍卖时间以
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请直接与拍
卖机构联系。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晓倩：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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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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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阳阳: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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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明: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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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瑞丽: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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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新龙: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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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保龙: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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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敬辉: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
民初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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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旭: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民
初3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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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萌: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12民
初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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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亚飞：本院受理原告刘金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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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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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霞：本院受理贺钱博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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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慧敏、王国木、王国营：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新希望慧农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慧敏、王国木、王国营、王申付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用
其他方法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425民初5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60日内来本院
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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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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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星：本院受理原告贺俊锋与被告李文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776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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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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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璞：本院受理原告韩进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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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德璞：本院受理原告赵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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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占峰：本院受理原告艾军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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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蓓洛菲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炳
旭、刘春艳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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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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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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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建立、王菊梅：本院受理田爱先、刘金朝、田占平申请执
行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长期不在家，下落不明，
现依法公告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选择评估机构书、房
产评估报告、拍卖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限你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3日内到孟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
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期满如
不主动履行付款义务，本院将依法拍卖你们位于农坛路的
房产。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883民初1392号

翟增平、卜文青、闫红星：本院受理原告张胜利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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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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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乾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洪义、李凤娟：本院在执行
申请执行人洛阳盛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
乾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豫0311执异75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内容为：追加李洪义、李凤娟为申请执行人洛阳盛
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乾伟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李洪义应当
在抽逃资金4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
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李凤娟应当在抽逃资金600万元本息
范围内对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建博实业有限公司、吴永进、段英杰：本院在执行申请
执行人李武占与被执行人河南建博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9）
豫0311执异7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追加被申请人
吴永进、段英杰为申请执行人李武占与被执行人河南建博
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被
申请人吴永进应当在抽逃资金35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该公
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被申请人段英杰应
当在抽逃资金2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该公司不能清偿的部
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执行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红雪：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晓涵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依法判令上述被告赔偿原告医疗
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
共计33590.42元；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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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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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号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勇立（身份证号：341221197806280210）：本院受理原
告王长东诉你与王长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526 民初字第 58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刘勇立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
还原告王长东借款300000元及逾期还款期间的资金占用
利息（利息按年 6%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被告王长伟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驳回原告王长
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刘勇立、
王长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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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东：本院受理原告邹晴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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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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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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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丽、潘东升、叶峰、信阳市文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张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 民初 5068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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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军：本院受理原告杨幸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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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2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203民初1798号

董森荣：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民生液化气有限公司与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材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克让：本院受理原告尚
念军、杜晓冰、王莲莲诉你们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三案，已
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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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1203民初1154号尚念军案民事判决书，判
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尚念军与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8 日签订的《预定房协议》。
二、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
日内返还原告尚念军预定房款200000元及利息损失，按年
利率6%计算，从2014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尚念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00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70元，共计6070元，由被告陕县鑫
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19）豫1203民初1155号杜

晓冰案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杜晓冰与被
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28日签订
的《预定房协议》。二、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杜晓冰房款200000元及
利息损失，按年利率6%计算，从2014年12月28日起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杜晓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70元，共计6070元，
由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2019）豫1203
民初1156号王莲莲案判决书，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王
莲莲与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
28日签订的《预定房协议》。二、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王莲莲预定房
款 200000 元及利息损失，按年利率 6%计算，从 2014 年 12
月2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原告王莲莲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3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770元，
共计6070元，由被告陕县鑫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
三案判决，可在本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7月21日10时至2019年7月2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河南郑波电器有限公
司所有的电器设备，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韩法官
联系电话：19837091809。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8月13日10时至2019年8月14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
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户 名:
民权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物：1.民权县峰景
1号小区4号楼1单元1703室房产（第一次拍卖）；2.民权县
人民路东段南侧盛世名门小区一期3号楼2单元603室房
产（第二次拍卖）。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张法
官，联系电话: 17603708393。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牟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郑州牟

山宾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对位于中牟县商都
大街北、牟山路南、广惠街西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牟国用
（2012）第168号土地上及房屋内属于郑州牟山宾馆有限公
司的财产的财产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中牟县商都大街北、牟山路南、广惠街西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牟国用（2012）第168号土地上及房屋内属于郑州牟
山宾馆有限公司的财产。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郑州牟山
宾馆有限公司。拍卖机构：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联系
人：张勇军。联系电话：0371-62128036。联系地址：河南
省中牟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河南省中牟县商都大道中牟县
委党校东50米、向北300米路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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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拍卖日之前
十日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院申
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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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
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
事宜的，请在工作时间直接与承办人联系。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世超、李新权：本院受理原告赵广建诉被告朱世超、李新
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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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
判令被告二人立即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 80000 元及利息
（利息按月利率1%从2018年8月23日起计算至该款实际
还完为止）。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2019年10月9日15时3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
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辉：本院受理原告牛国民诉被告闫辉、闫国聚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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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闫辉、闫
国聚偿还本金贰万柒仟元整（￥27000.00元）及利息按照一
分二厘五毫计算从2015年元月29日至2019年6月29日利
息壹万柒仟捌佰捌拾柒元计算（17887）。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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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
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0月9
日15时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东伟：本院受理原告赵广建诉被告周东伟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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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
告清偿借款本金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5
年11月27日起计算至该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
年10月9日16时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松森：本院受理原告田婉婉诉被告张松森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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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要求与被告离婚；二、婚
生男孩张某某归被告抚养，女儿张某某（没起名字）归原告抚
养，抚养教育费自理；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0月9日10时在鲁山县人民法
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占营（又名郭四）：本院受理原告李小国诉被告郭占营、
张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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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判
令被告郭占营偿还原告欠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25920（从
2017年5月13日计至2019年5月13日按照月息1.8%计算）
共计8592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定于2019年10月9日16时3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
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艳伟：本院受理原告陈太平诉被告张艳伟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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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
告清偿借款本金1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利率2%从2016
年8月30日起算至该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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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
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
10月9日10时3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光：本院受理原告宋艳召诉被告张红光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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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清
偿借款本金35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0月9日11时在鲁山县人
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