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恢2016号

郑州市顺和物资有限公司、王新坦、徐莉莉、郑州柏盛钢铁
有限公司、崔柏群、崔艳玲: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嵩山南
路支行申请执行郑州市顺和物资有限公司、王新坦、徐莉
莉、郑州柏盛钢铁有限公司、崔柏群、崔艳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9052号民事判决
书已经发生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权利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嵩山南路支行已向本院
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执恢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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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莉、王新坦名下位于管城
回族区紫辰路 72 号院 12 号楼 13 层 1302(登记证明号:
1309089629)的房产予以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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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爱乐之声乐器销售有限公司、席文明、席文太、席文东:
本院在执行赛乐尔三益乐器(上海)有限公司与河南爱乐之
声乐器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
赛乐尔三益乐器(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席文
明、席文太、席文东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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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日星：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日
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104民初4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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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9月26

日 10 时至2019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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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永安街125号9层的房地产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11?
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
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优果果业有限公司、曹大涯:本院受理原告李贺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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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审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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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沈书化：本院受理原告杨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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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庄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建民:上诉人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2018)豫
0184民初5112号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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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第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冠军、王跃平：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两门信用
社诉被告张付臣、王跃平、冯冠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于2019年8月29日作出（2019）豫0928民初5293号民事判
决书，依法判决一、被告张付臣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
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两门信用社借款本金
120000 元及利息（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2018 年 11 月 24
日，按照月利率9.6‰计算利息，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4.4‰计算利息，已经偿还的
利息1000元予以扣除）；二、被告王跃平、冯冠军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王跃平、冯冠军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付臣行使追偿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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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民、王俊霞、张明、魏荣亮、马发松：原告濮阳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王称固信用社诉被告刘永民、王俊霞、张明、魏
荣亮、马发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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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3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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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明：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自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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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金君:本院受理原告汲怀军、袁美荣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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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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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 建 新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岳 俊 海 诉 被 告 张 建 新
（413021196909190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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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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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疆华锐冶金有限公司、郑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华通开关
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1503民初521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健：再审申请人韩冬梅与被申请人林伟年、吴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豫15民再
85号民事裁定书，因你本人下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公
告送达判决书副本，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超（身份证号：411528198408040071）：本院受理原告
徐长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判决，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1528民初1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民事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提
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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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新城建工有限责任公司、黄国富：本院受理原告信阳
雄狮混凝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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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21民特86号

本院于2019年8月20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袁洪波申请
宣告公民死亡一案。申请人袁洪波称，申请人袁洪波与被
申请人沈春苗系母子关系，因父亲袁平于2011年11月28
日交通事故死亡，母亲沈春苗精神受到打击于2012年2月
离开住所地至今下落不明已满7周年，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故请求宣告沈春苗死亡。下落不明人沈春苗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
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沈春苗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
下落不明人沈春苗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沈春苗的情况，向本院报告。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

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2019年9月28日10时至
2019年9月17日29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临颍县建林木业有限公司所有的白杨
木头、刨光材（家具配件、餐桌、餐椅子配件）70方。详情请
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
JaSrit)。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 10 时至

2019年9月29日10时止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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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郾
城区嵩山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MOCO新世界1#楼1单
元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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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571060，17639515112，特此
公告。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9月18日10时至2019年11月17日

10时止，在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文化路126号北辰公寓A座22层2212号，不动产权
号：1401311563，面积115.62。规划用途住宅房产一套。有
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
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俊丽、郝爽、卜世娇、宋志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民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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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526
民初77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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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超：本院受理原告刘永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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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伏喜（善）：本院受理田秀花诉你租赁合同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举证
通知书。原告请求判令你给付租赁费11729.24元及违约
金，并返还部分租赁物。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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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向朋：本院受理田秀花诉你租赁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请求判令你给付租赁费121100元及违约金，并返
还部分租赁物。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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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
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军民：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姚村信用
社诉你及林州市宏兴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范庆红、范秀红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12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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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依据（2015）文法执字第1690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将于2019年9月29日10时至9月30日10时在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豫 EPJ187 号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一辆（发动机
号：1412H025714，车辆识别代号：LZYTATFF0C1056949）；
依据安鑫评字【2019】第 263 号机动车价值评估鉴定意见
书，依法确定起拍价 70000 元，保证金 5000 元，增价幅度

1000元。因办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
费（包括但是不限于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
契税、过户手续费、印花税、权证费、水利基金费以及机动
车交易过程中规定缴纳的各种费用）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
原欠缴税款，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
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
位自行查询。标的物如有违章记录由买受人自行处理，罚
款等一切拖欠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
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9月13日至9月28
日（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308 监督电话:0372-2097406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娜:关于我院受理的驻马店开发区嘉富诚置业有限公司
申请强制执行陈娜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
有的位于驻马店市驿城区靖宇路与体育场路交叉口西北
角“西班牙小镇”22 栋东 1 单元 1601 号一套进行评估拍
卖。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
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
估机构等事项，并参加在选定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
的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执恢33号之三

本院将于2019年9月26日10时至2019年9月27日
10时止在平顶山市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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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名：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刘华炜所有的豫DL8756
桑塔纳2000牌轿车，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报名截止日期
为2019年9月25日18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
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
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拍卖过程中如有租赁被执行人刘
华炜所有的财产的，根据法律规定在同等价位上可以行使
优先权。但必须在2019年9月25日18时前，将有关行使
优先权的相关材料递交本院。否则，视为权利的放弃，本
院将依法执行。特此公告，咨询电话: 0375-2862787，
18337535111(康法官)。监督电话: 0375-2862230，联系地
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
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执恢33号之四

本院将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
10时止在平顶山市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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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名：平
顶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对 被 执 行 人 谢 秋 欣 所 有 的 豫
A1UV27 号梅赛德斯-奔驰牌车辆，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报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9月25日18时。详细情况请
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

《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拍卖过程中如
有租赁被执行人谢秋欣所有的财产的，根据法律规定在同
等价位上可以行使优先权。但必须在2019年9月25日18
时前，将有关行使优先权的相关材料递交本院。否则，视
为权利的放弃，本院将依法执行。特此公告。咨询电话:
0375-2862787，18337535111( 康 法 官)。 监 督 电 话:
0375-2862230，联系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
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召县留山镇大沟村闫燕：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金刚与被告
闫燕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21民初1344号民事判决书，其判
决内容为：“准予原告杨金刚与被告闫燕离婚。”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
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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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小店乡英山村尹家庄组748号王书银：本院
受理的原告孙立森与被告王书银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321民初1835号民事判决书，其判决内容为：“一、准予原
告孙立森与被告王书银离婚；二、婚生儿子孙嘉梁由原告
抚养。”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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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板山坪镇余坪村余北组孙明超、王得先：原
告段永峰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诉
讼请求如下：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借款68000元，并
从立案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利息直至款清之
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外出下落不
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
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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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白土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寇国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吉亭与你、赵遂庆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公告向你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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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五星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红彩：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儒林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为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
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杰：本院受理原告徐宁诉你与李小松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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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海、朱振英：本院受理原告路鑫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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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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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炳华：本院受理原告袁银海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9民初1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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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平：本院受理原告苗松义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329 民初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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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唐嘉辉、张斌：本院受理李秀芝、周耀兵申请执行唐嘉辉、
张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316号执行裁定
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
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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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永强、孔海洋、河南吉兴塑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志高
申请执行孔永强、孔海洋、河南吉兴塑胶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恢
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
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武超：本院受理原告南京特易有信金融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诉你等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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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
示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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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下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10时至2019年10

月29日上午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坐落于平
顶山市新华区迎宾路4号住宅楼3单元6层西户、平顶山市
新城区祥云路与公正路交叉口君临天下1号楼5层501号
房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
查询，网址：http://sf.taobao.com）。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
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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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直接与本院联
系。联系人：荣攀、联系电话：0375-2863655。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淑霞：本院受理曹春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人诉讼
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治国、户茂明：本院受理黄要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景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徐少锋、王春霞、鄢陵县
苏宁花木有限公司、宋瑞林、张红霞、赵留套、刘彩霞：本院
受理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期限为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民事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守才：本院受理原告余正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长
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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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2、婚生
女由被告抚养，原告放弃分割共同财产折抵抚养费；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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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6日9时在潢
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志奇：本院受理原告路军诉你和杨守明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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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
款1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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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 11 月 26 日 10 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28民初391号

张建新（公民身份号码413021196909190036）：本院受理
原告黄新珍与被告张建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判
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28民初391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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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提
出上诉，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晓芳:本院受理原告何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4民初18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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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视为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国栋：本院受理原告熊朝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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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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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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