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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105 民初 24447 号
周明轩、罗立杰：本院受理的原告白佳男诉被告周明轩、罗
立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 0105 民初 244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南楼 512 办公室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最后一日遇
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 15 份，上诉于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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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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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电厂路 90 号（利海托斯卡纳）20 号楼 1 单元 10
层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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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1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马书
明名下位于管城回族区东三马路东段路北，熊儿河以西 18
号 2 号楼西单元 1 层 18 号（产权证号：0701033361）房屋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弓高岭：本院受理原告许建春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民初 1932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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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青之春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康天威
与被告郑州青之春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劳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 0108 民初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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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巩义市兴信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炳盛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巩义市被服厂及你公司债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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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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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 0411 执 1306 号
平顶山市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朱银福申
请执行平顶山市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11
执 1306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公司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三日内履行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
0411 民初 9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时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 0411 执 1306 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公司
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
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本院另向你公司送
达（2019）豫 0411 执 1306 号执行裁定书，将你公司开发的位
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西段北侧馨然·丹桂苑 1 号楼三楼
301-1 商铺（面积 638.37 平方米）；7 楼西南户、东南户、中东
户、中西户，15 层西北户，16 层东南户、东北户、中东户、中西
户、
西北户、
20 层西南户、
西北户、
东南户、
东北户、
中东户、
中
西户，
23 层东北户，25 层中东户，
共计商铺一套、住房 18 套予
以查封。逾期不报告，
或者虚假报告，
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
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陈新巧申请执行祁守俊、祁守运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祁守运所有的位于
中牟县商都大街东段北侧逸湖名家 1 号楼 1204 号（房产证
号：1601011669）房屋一套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拍卖上述房屋。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
卖标的物：位于中牟县商都大街东段北侧逸湖名家 1 号楼
1204 号房屋一套；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祁守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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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丙江，
联系电话：
17803833129。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郭向阳申请执行张新卫、路海霞追偿权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新卫所有的位于郑
州 市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玉 兰 街 6 号（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GX20070462）房屋一套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拍卖上述房屋。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兰街 6 号房屋一套；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张新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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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丙江，
联系电话：
17803833129。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杜红申请执行郑俊霞、刘连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刘连中所有的位于中
牟县郑庵镇轩城社区 11 号楼西单元 15 楼 1505 号房屋一套
进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房屋。
现将有关拍卖适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中牟县郑庵镇轩
城社区 11 号楼西单元 15 楼 1505 号房屋一套；拍卖标的物的
所有权人：刘连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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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丙江，
联系电话：
17803833129。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璞：本院受理申诉人李敏与被申诉人许冰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811 民
再 1 号民事判决书及申诉人李敏不服判决提出的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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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 永 强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董 慧 诉 被 告 曹 东 豪 、曹 永 强
（413021198111305315）、胡红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528 民初 4789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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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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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璐璐：我院受理的原告信阳珠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西支行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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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进：本院审理汪清波诉你及被告张哉贵、第三人李春香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因张哉贵向你提出反诉，因无法向
你送达反诉状及开庭传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反诉状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项文献、普士强:本院受理开封市安燃新能源燃料有限责任
公司诉河南万源帽业有限公司、王嵩峰、项文献、普士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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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郊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慧忠：本院受理刘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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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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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上
午 1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为期 60
天的(延时的除外)公开变卖活动，在开封市顺河回燕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 com;户
名: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开变卖位于开封市幸福
里 10 号楼 1-2 层 116 号商铺，变卖价: 143.242 万元。保证金
10 万元，增价幅度 1 万元。详情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咨询电话: 0371-23809366。监
督电话: 23809355。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日松:本院受理的原告吕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03 民初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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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雨寒:本院受理杨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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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雁: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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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通
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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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青海（411323198010153014）：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大学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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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事一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钦:本院受理宋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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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1 民初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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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东杰:本院受理原告徐远广诉你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 0221 民初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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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舞阳
县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舞
阳县城北大街路东花园路西侧的商住房地产，有意竞买者，
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0395/03。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
10 时止，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
台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舞阳县人民路明珠花园小区 2 单元 2
层 203 号房产一套，不动产权证号（201101671），建筑面积
126.84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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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宁剑飞：上诉人济源市百信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你、晋祯庭、
晋建文、颜金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96 民终 1076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裁定。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10 时依法对杨树琦豫 DCQ032 奥迪牌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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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艳飞、联系电话：
0375-2863605。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广文：本院受理原告李文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
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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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超飞：本院受理原告杨丽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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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 0402 民初 3180 号
河南昊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余小杏诉你、河南城
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顶山市大鹏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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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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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伟：本院受理的曲先玉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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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11 执恢 134 号
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 3 日内履行平
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新民初字第 2049 号民
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11 执恢 134 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 3
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
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金武：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
落不明，
采用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现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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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 15 日，
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三常
路中心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保国:本院受理原告李建周诉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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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将流转协议中约定的林权地交给
原告耕种；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皆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小苓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82 民初 5597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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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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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青京：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松诉你、郭清琴、庄志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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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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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庙下人
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尚进锋：本院受理原告郭高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82 民初
3086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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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
提供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孬：本院受理原告赵迎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82 民初 304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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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供
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水涛：本院受理原告牛凯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在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82 民初
303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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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
提供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新可：原告河南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和
被告陈洛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被告陈
洛辉偿还我行借款本金 50000 元，利息 1218.52 元(利息清至
2019 年 3 月 21 日)2019 年 3 月 21 日-2019 年 6 月 21 日共计人
民币 51218.52 元，以后利息另算；冯新可负连带担保责任；本
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灿安、李振京：原告河南宜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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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孙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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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50000 元 ，利 息 17770.96 元 ( 利 息 清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实际还
清之日；判令被告李振京对上述第 1 项诉讼请求中被告孙灿
安应向原告方偿还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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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
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西生、李社娟：本院受理原告李洛生、史前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306 民初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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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文喜、张术领：本院受理原告武军卿诉你等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 民
初 233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李村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花：本院受理原告卫小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9）豫 0328 民初.301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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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卫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孟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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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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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小勇、张朝辉、曹朋飞、任少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小勇、张朝辉、孟方方、
曹朋飞、任少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豫 0328 民初 1849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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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宝、赵珍珍、张金龙、洛阳仲平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的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与赵宗
斌、齐玉峰、石海峰、许庆利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初 16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019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原告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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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杰、李国宝、张金龙、齐玉峰：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诉你们与石海峰、赵宗斌、洛阳市
金莱雅柜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豫 0311 民初 163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 4019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原告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同时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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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民：本院受理的原告杜阳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11 民初 12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019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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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梅志杰：本院受理赵花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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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北城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柳丰、薛晓东、张利军、王雯雯：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柳丰、
薛晓东、
张利军、
王
雯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 0328 民初 1840 号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
廉
政监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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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 0305 执恢 226 号
郭利民：本院受理汤红锋申请执行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本院（2016）豫 0305 民初 4813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生效，因
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
至 2 日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西工区健康西路 5 号院 4 幢 7D
房产，依法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公告、拍卖
须知。限公告刊登之日起 5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 115 室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利朋、黄留生：本院受理李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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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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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旦：本院受理韩保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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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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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