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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王振申请执行闫晓斌、李文堂、张文迪、刘钧、河南
四鸿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
委托有关评估机构对被执行人李文堂名下位于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区文化北路36号9号院3单元10层1004号房产进行
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财产。现将
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
文化北路36号9号院3单元10层1004号。拍卖标的物的所
有权人：李文堂。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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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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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标的物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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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本院执行人员。联系
人：朱卫平，联系电话：17803832983。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培杰、焦春芳、张宝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与郑州杰盛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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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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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二楼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丰：本院受理原告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 0311 民初 1244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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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1月15日10时起

至2019年11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拍卖标的：河南省鄢陵县阳光丽城小区27幢
楼2单元1层东户住宅房地产。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
价：335720元。保证金：50000元。联系人：张警官。联系电
话：0374—7263015。详情请关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司法
拍卖平台网址https://www.rmfysszc.gov.cn/，搜索：鄢陵县人
民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对被执行人杨帆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66号院

6号楼23层2305号住宅房产已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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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
七区政通路66号院6号楼23层2305号住宅房产。拍卖标的
权属所有人：杨帆。拍卖机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
taobao.com/）。 联 系 人 ：董 法 官 。 联 系 电 话 ：0374—
2929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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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孔琦、开封市第七中学：本院受理李晨阳诉孔琦、开封市第
七中学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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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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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车从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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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9) 豫0204 民初1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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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判决将于送达之日起15日后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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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恒涛：本院立案受理的卜建林申请执行河南省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豫02民终1685 号民事判决书-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203执45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培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兰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0225民初1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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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灿灿（410224198107212033）：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军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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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培轩（41022519661004613X）：原告牛雪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2011民
初字第43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吴培轩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偿还原告牛雪明借款80000元及利息
（自2018年12月6日开始计算至被告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 6%计算）；二、驳回原告牛雪明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吴培轩负担。请你于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事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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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广：本院受理原告刘怀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291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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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刘怀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291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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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华：本院受理原告肖怀恩诉被告王新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28 民初
377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新华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原告肖怀恩借款本金2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
月利率1.5%分别以借款本金15000元为基数自2013年8月6
日计算，以借款本金 10000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 月 19 日计
算，均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3元，由被告王新华承担。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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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敏、王艳丽、姚述豪、濮阳市佰达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濮阳中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艳敏等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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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江燕：本院审理原告翟仲雨诉被告王江燕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902民初5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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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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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尚金辉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王辉：本院受理原告王德
胜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902民初7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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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尚金辉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王辉：本院受理原告王德
胜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902民初7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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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路见（曾用名路建）：本院受理原告徐元佩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
8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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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学、冯桃恋、王恒彬、冯喜恋：本院受理河南清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冯凡涛、付玖红和你四人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22民初30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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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毕玲玲：本院受理原告管付友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9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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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桂德：本院受理原告张建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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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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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彦会：本院受理原告刘新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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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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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延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友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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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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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俊峰、殷春丽、苏先叶、冯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申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6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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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国宪、李向芳：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
村信用社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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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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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常松、林州市兴华铝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姚村信用社诉马献增、秦富军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
12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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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秀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本院(2019)豫0503民初280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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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瑞吉、徐瑞林：本院受理原告秦新成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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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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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19年10月28日10时至10月29
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并卖网络平合上（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安阳市秀
水苑商住小区15号楼1单元7层704号住房一套。起拍价
￥1118294 元, 保 证 金 ￥120000 元 。 咨 询 电 话 ：
0372-3163946、13603725908，监督电话：0372-3163891。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子午通粮油仓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京郑粮控股有
限公司、王新胜、王淑荣：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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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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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守则：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神州典当有限公司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2019）豫0526民
初65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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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明党、彭芳：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2019年12月30日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赛：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中心
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2019年12月30日15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士鹏：本院受理巩义市荣鑫碳素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9年
12月30日16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少江：本院受理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9年
12月30日15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
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黄志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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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2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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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黄志勇诉王飞、白雪娇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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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王爱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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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2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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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平：本院受理原告王科诉被告王文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6民初26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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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燕丰：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东风王牌轮胎行诉被
告孙燕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06民初2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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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世举：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刘红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726民初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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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娟、李勉峰、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李进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5民初1078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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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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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定于2019年11月15日10时至2019年11月16日

10时，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第一次公开拍实位于漯河市辽河路西段路北房产(房权证号
为:20070007067 号)一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网址：http://sf.
taobao.com/0395/02，搜索户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需要、平顶山市海旭实业有限公司:受理的原告平顶山市
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合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11民初2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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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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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淞：本院受理原告王孝全诉被告王俊淞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山县人民法院(2019) 豫0423
民初32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俊淞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王孝全支付货款6250元。如果未按
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俊淞
负担。该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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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相召：本院受理原告王松鹏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423民初340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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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砖头：本院受理原告孙国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423 民初330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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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相召：本院受理原告杨玉广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3民初341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张良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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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鲁山瑞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9141042369353188
22 )、河南方圆炭素集团有限公司(91410423742532858K)、
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9141042371677480
21)、邢春耀(410423195801268011)、李秀云(4104231958
10108044)、孙艳(410423196812080086)、黄林生(410423
197505154510)、袁海中(410423196906203593)、刘义(41
0423196006290011)、王贤(410423196106140029) 、曹艳
红(41042319661023004X) 、张泉生(41042319651215023
0)、李书利(410423196210180047)、刘鸿昌(41042319630
5177350)、杨亚中(410423196204270038)、张侠萍(41042
3196905110061)、李笑涵(410423197907150133)、高磊媛
(640202198401100061)、石欣(410423196603290095)、张
新红(410423196812300085)、肖伟(41042319640419667
X)、徐晓红(410423196709248047)、李健伟(41042319500
5059032)、石玉梅(410423195105150028)、高国强(41042
3196112040016)：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和开庭
传票。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平顶山市
鲁山瑞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为偿还的担保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共计人民币338937.82元，并从代偿之日起
每日按照代偿金额的1.5%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2.
依法判令被告平顶山市鲁山瑞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担保费7万元，并从拖欠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
付违约金至实际清偿之日；3.依法判令被告河南方圆炭素集
团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邢春
耀、李秀云、孙艳、黄林生、刘便利、黄海中、刘义、王贤、曹艳
红、陈泉生、李书利、刘鸿昌、杨亚中、张侠萍、李笑涵、高磊
媛、石欣、张新红、肖伟、徐晓红、李健伟、石玉梅、余经乐、高
国强对上述贷款本金、利息、罚息、担保费、违约金承担连带
支付责任；4.依法判令原告有权以被告被告高国强、刘便利、
李书利抵押的位于鲁阳镇南关大街164号、鲁阳镇鲁平大道
中段北侧、老城大街中段路南(凤鸣祥小区)拍卖、变卖价款
享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有关费用由各被告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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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宝丰县佳禾种植专业合作社、孙晨贝：本院受理原告吴心正
与被告宝丰县佳禾种植专业合作社、孙晨贝凭样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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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2019年12月30日8时在宝丰县人民法院8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国营：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金鼎实业有限公司、王得现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482 民初 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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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舞钢市晶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舞钢市支行诉你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9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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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鹏飞：本院受理上诉人杨红军与被上诉人闫玲及原审第
三人赵明山、赵鹏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民终1510号民事
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主文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舞阳县兴耀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卢军强诉你
公司、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矿劳动争议一案，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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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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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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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刚、马
锦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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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晓敏：本院受理原告董任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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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 民初
1234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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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