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艳、孔振、贾丽等92人，因长期旷工，根据《劳动合同
法》及《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奖惩暂行规定》第三
十九条第二项第四款规定，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
煤矿决定拟与赵艳、孔振、贾丽等92人解除劳动合同，通过登
报公示向你们送达，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
单位办理离职手续。逾期视为自动解除劳动关系。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煤矿
2019年7月15日

附件：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煤矿拟解除劳动合同
人员名单
赵艳 程涛 曹松涛 秦海强 马俊卫 裴文通 孔振 张方毅
李战国 吴桐辉 王毅 怀振锋 贾丽 杨艳超 贾旭 梁旦
李东海 王联伟 李海涛 贾兵 孔鑫 高振 任小峰 崔小超
武新伟 徐红游 刘康 王新民 刘原 葛滴流 王子河 邢旭敏
邱张振 穆小孬 靳鹏飞 石和平 常向阳 王海生 贾路路
武建锋 程航珍 王鑫鑫 赵红伟 费发森 吕永 申唯伟
袁江子 安金涛 王卫东 贾运动 韩跟保 葛社伟 王国庆
樊六明 怀新波 张延波 裴杰 赵传业 赵全营 樊小波
郭安章 李圪塔 李洋 贾向阳 王佳佳 段晓辉 张矿营
孙康 杨金涛 仝帅奇 张杰 刘建良 谢腾飞 袁建强 郭闯
高波 张发枝 王殿军 高红涛 周宜温 王帅波 何可卫
王殿廷 刘帮 郭小强 崔留强 薛建芳 聂刚子 王留红
黄江涛 马灵芳 陈二卫

公 告
S26 濮范高速公路 k20+000(北侧)、k20+500（北

侧）、k20+950（北侧）、k21+400（北侧）、k6+900（南侧）、
k8+400（南侧）、k8+580（南侧）、k8+720（南侧）、k12+
500（南侧）、k19+700（南侧）、k20+050（南侧）、k20+500
（南侧）、k20+950（南侧）、k23+750（南侧）广告塔业主及
用户以及k4+250（双侧）、k9+000（双侧）、k12+600（双
侧）、k21+000（双侧）、k22+100（双侧）、k36+300（双侧）、
k42+100（双侧）、k46+600（双侧）、k53+300（双侧）

公路桥体上广告业主及用户：
你（单位）因自行设置广告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或因自行设置公路桥体广
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你（单位）应于2019年7月10日前自行履行完毕，但至今
尚未履行。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五十条的规定，决定委托第三方代履行，代履行费用由非
法设置广告塔及桥体广告业主承担。

如果不服从本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濮阳市交
通运输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濮阳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支队
2019年7月15日

行政强制代履行决定书
程献伟、马新伟：

郑州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依据郑州市绿城
公证处2018年8月15日出具的（2018）豫郑绿证
内经第983号的公证书，于2019年7月9日向我
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执行标的为：1.借
款本金人民币 40万元；2.2019 年 4月 21日至
2019年5月20日应还利息共计5000元；3.逾期
利息：自2019年05月21日计算至被申请人执行
完毕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本金40万元计算；
4.本金以40万元为基数，执行费暂计算为5900
元；公证费按800元计算，律师费按实际回收金额
的10%计算，差旅费按实际发生额计算。如对上
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个工作日内向我处书
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
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特此公告。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经五路中青大厦15
楼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联系电话：0371-65905038、
65905045-312（王女士）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9年7月15日

公 告
焦作同仁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鉴于贵方与通知人于2015年8月31
日 签 订 的《借 款 合 同》（编 号 为 ：
20150831 ，以下简称“主合同”），截至
2018 年9 月14日，该主合同项下借款本
金（大写）肆佰贰拾万元（RMB4200000），
利息及违约金共计叁佰零陆万叁仟贰佰元
（RMB3063200），合计柒佰贰拾陆万叁仟
贰佰元（RMB7263200）。现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以及
通知人与债权受让人宁夏天健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 9月 14日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将通知人对贵方的以上
债权依法全部转让给债权受让人，与此转
让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为主
合同项下借款向通知人提供担保的各项担
保权利）也一并转让，请贵方自接到本债权
转让通知书后三日内向该债权受让人履行
债务。特此公告。

通知人：周跃辉 2019年7月15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HENAN LEGAL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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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娟、李勉峰、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李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 豫0105民初1046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郑
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李亭借款本金2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250000元为基
数，自2018年11月12日起，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清
偿完毕之日止;被告王娟、李勉峰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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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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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0105执11250号

赵琼、杜建设、黄秀花:本院受理郭明欣申请执行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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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105执1125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和执行裁
定书。责令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0105
民初3245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
依法对你(黄秀花)名下位于中原区华淮小区6号商业楼6号
(不动产权证号:9901051184)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报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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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玉龙: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杨如冰与被执行人河南豫粮
酒店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旭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河南建益
达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申请人杨如冰提交书面追加申请，请求追加朱
玉龙为被执行人。本院裁定追加朱玉龙为杨如冰申请执行
河南豫粮酒店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旭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河南建益达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因无法有效送达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248号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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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晓锋:本院受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诉
唐晓锋、张婷婷、东方鼎盛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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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设、李红岩、李红帅、邵小卫、李建斌：本院受理郑州市
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林信用社诉邵小卫，李建斌，李红
岩，李建设，李红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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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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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智敏、河南新万里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河南世悦置业
有限公司：刘晓峰与屈智敏、河南新万里企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河南世悦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的(2018)豫 0105 民初 2727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你们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刘
晓峰于2019年6月18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同日
立案。审理期间，本院依法将屈智敏名下位于新密市城关
镇周楼村九组住宅楼【土地证号（2000）004号】的土地使用
权、河南新万里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密市新
华路办事处赵坡村【土地证号：国（2010）004】的土地使用权、
河南新万里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密市新华路办
事处赵坡村（郑密公路南）305-0001-0001、305-0001-0002、
305-0001-0003、 305-0001-0004、 305-0001-0005、
305-0001-0006、 305-0001-0007、 305-0001-0008、
305-0001-0009（房屋所有权证号：1001049086、1001049087、
1001049085、 1001049090、 1001049083、 1001049089、
1001049088、1001049084、1001049091）九套房产予以查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执11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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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法将对你们限制高
消费，并对你们名下上述土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限你
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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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关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恒泰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关
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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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关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恒泰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关玉
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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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关玉：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和、秦川诉被告张关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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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东旭、河南宝联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舞钢市东信金属有限
公司：本院在执行柳胜与甘东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申
请执行人柳胜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河南宝联钢铁实业有限
公司、舞钢市东信金属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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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第二次）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 10 时至

2019年7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二七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庆喜路 24 号 2 号
楼8层802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刘广龙、河南安信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上诉人窦石磊、蔡继国与被上诉人河南中创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刘广龙、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原河南杭
萧钢构有限公司）、河南安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许昌空港
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0民终126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牛长贵申请执行许昌信诺置业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对被执行人名下位于许昌市芙
蓉大道，竹林路以东，魏文路以西，永兴路以南，宏腾路以北
的信诺投资大厦裙楼南侧自轴线2-A以南第二层及第三层
商服用房的房产已进行评估。现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拍卖，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位于许昌市芙蓉大
道，竹林路以东，魏文路以西，永兴路以南，宏腾路以北的信
诺投资大厦裙楼南侧自轴线2-A以南第二层及第三层商服
用房的房产。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许昌信诺置业有限公
司。拍卖机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taobao.com/）。
联系人：宋法官。联系电话：0374—2929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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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优先购买权人未提交书
面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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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拍卖时间等有关事宜
的，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水凤、苗沛、魏克：上诉人张根清与被上诉人宝润达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原审被告郑水凤及原审第三人苗沛、魏克撤
销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0民终15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撤销长
葛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豫1082民初3698号民事判决；二、
驳回被上诉人宝润达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起诉。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占民、陈巧红：上诉人郭田芝与被上诉人李占民、陈巧红
及原审被告高照凯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0民终154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静华：本院受理路书芳申请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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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211执810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责令你公告期满后3日内来我院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如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211民初1905号

肖中汉（身份证号41022519480708611X）：本院受理焦纪
旺诉你生命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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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另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家豪、段传玲：本院受理原告赵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等手续、开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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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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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东方动力设备厂：本院已受理原告王新河诉你与开
封市金明区人民政府城西办事处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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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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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效文:本院受理原告刘进点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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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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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15日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效文:本院已受理原告张砚田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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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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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艳辛:本院受理魏新伟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 豫0203民初27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203执381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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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宋韵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曹艳敏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203民初3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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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玉梅：本院受理原告王建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04民初5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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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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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408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40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5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广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402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40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5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401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40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小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397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39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4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2019) 豫0204民初395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初
39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恒: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9) 豫0204民初399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初39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明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632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6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彦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409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409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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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瑞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9) 豫0204民初407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初407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胜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404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40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桂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9) 豫0204民初403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初403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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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军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 豫0204民初398号民事裁定书、(2019) 豫0204民
初39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刚:本院受理原告张卫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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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亚强:本院受理原告刘书俊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04民初497号民事判
决书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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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份，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凯丽：本院受理原告赵冉冉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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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第14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朱占伟、朱维毫

申请宣告赵小瑞失踪一案。申请人朱占伟、朱维毫称，其母亲
赵小瑞于2011年7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赵小
瑞(女，1987年2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平舆县阳城镇
丁营村委丁营，身份证号码41282719870209352X)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赵小瑞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
明人赵小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
悉的下落不明人赵小瑞情况，向本院报告。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9年7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炯森、陈奕涛

申请宣告郭美娟失踪一案。申请人陈炯森、陈奕涛称，其母
亲郭美娟于2016年10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
明人郭美娟(女，1994年8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河南省平
舆 县 高 杨 店 镇 陈 刘 村 委 上 湾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412827199408012527)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
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
郭美娟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郭美娟生存现状
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郭
美娟情况，向本院报告。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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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豫 AY788S 奥迪 Q5 车
辆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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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官 联系电
话：19837091755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8月15日10时至2019年8月16日10时

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n,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王晓冰名下的
位于平顶山湛河区光明路南段西侧常绿，桃花源21号楼3
单元4层西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
式:2019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14日16时止接受咨询和
看样。详细情况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说明。咨询电话：16637567109。监
督电话：0375-27615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