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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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10时起至2020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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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中牟县官渡大街西段南侧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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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9日10时起至2019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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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39号4号楼1单元8层807号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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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10时起至2019年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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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1899号37号楼17层92号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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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4日10时起至2019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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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135号9号楼东2单元32层

3205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海东:本院受理原告刘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8民初67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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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刘志英：关于申请执行人方红胜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刘志英

物权保护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豫0103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3执7460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执行裁定书。限你于公告

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你逾

期未自动履行义务，我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2月18日

10时起至2019年1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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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区百禄街 19 号 4 号楼 3 层 301（预告登记证明号：

1509104790）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2月20日

10时起至2019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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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于

中牟县新城区雁鸣街西、万胜路南、学苑路北郑东.春和景明

小区4号楼2单元8层802号(合同编号:ZM14001752055)房

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

com/0371/112?spm-a213w.3065169.0.0.MO3r4A,户名: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川：本院受理冯光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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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召阳：本院受理原告刘铭铭诉你、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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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民初783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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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权：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中心支公司

就(2019)豫1302民初378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跃锋、弋石苇：本院受理原告登封市财务开发公司诉你二

人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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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185民初

2651号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中州化纤工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炳盛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81民初6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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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嫚嫚、陈会：本院受理蔡冬玲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 顺民初字第947号民事判决书，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03执恢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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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红远：本院受理河南绿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203民初7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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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西玉：本院受理河南安佳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03民初9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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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伟：本院受理宋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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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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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卫东、郝清雅：本院受理何东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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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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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富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

行诉被告孙富豪信用卡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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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景铁：本院受理原告赵亚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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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孝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明亭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

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峰：李建波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1402执4550号执行通知书、限期申报财

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执行

人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陆凤梅：本院受理周口市宏盛门业有限公司上诉你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19）豫16民终4090号民事裁定

书，准许上诉人周口市宏盛门业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各方均

按原判决执行。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视为送达。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三亮：本院受理原告蒋丽娟诉靳三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03民初

7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上诉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树杨：本院受理原告田永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03民初8470号民事判

决。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郭树杨向田永俊偿还

借款本金230000元，并自2018年11月20日起按年利率6%

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田永俊的其他

诉讼请求。你应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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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库光辉、张久敏、南阳市库家软装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省英

晖商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中小企业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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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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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西春、马旭：本院受理原告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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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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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

辩）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中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兰：本院受理原告乔玉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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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民初3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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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锐欣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卫华

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329民初1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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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明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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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蔺国红：本院受理原告周俊峰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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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信阳监狱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海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史得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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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 34000 元及利息 6000 元、误工费 5000 元，合计 45000 元。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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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星：本院受理原告易程飞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本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81民初508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家昌：本院受理原告邓州市杏山石料厂诉你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1381 民初 1653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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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

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国陆：本院受理原告石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1702民初5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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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青山：本院受理原告康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1702民初34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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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新义：本院受理原告尹铁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702民初807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

来本院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既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峰：本院受理原告师照霞诉被告赵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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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麻强：本院受理原告李冰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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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2009）平破字第3号

因信阳市平桥区腾飞饮食服务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本院

提出申请，称职工已妥善安置、破产财产已分配完毕，请求

本院终结信阳市平桥区腾飞饮食服务公司破产程序。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

院于2019年11月13日裁定终结信阳市平桥区腾飞饮食服

务公司破产程序。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军、何玉洁：我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邮寄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2726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王军、被告何玉洁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偿还欠款 299946.28

元，并按照《信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合同书》约定

的利息、罚息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信阳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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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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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吉祥、钱芳：我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邮寄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272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判令：一、被告廖吉祥、被告钱芳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向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偿还欠款43439.26元，

并按照《信阳市个人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合同书》约定的利

息、罚息计算至欠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信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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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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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国庆：我院审理的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邮寄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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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1503民初272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余国庆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信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偿还欠款179227.35元，并按照《信阳市个人

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合同书》约定的利息、罚息计算至欠款

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其

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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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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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友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新蒲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及豁银强、罗正友等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邮寄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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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友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新蒲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及王勇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邮寄无法送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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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友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新蒲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及陈建军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邮寄无法

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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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友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新蒲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及郑勇强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邮寄无法

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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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友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新蒲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诉你及豁银强、陈超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邮寄

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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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顺丽：本院执行井志忠与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字第3038号执行通

知书，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3日内

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信阳市羊山新区康诗丹郡18号楼2

单元503号房屋归原告井志忠所有，被告陈顺丽应协助办理

相关不动产登记、变更手续。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

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庆田：本院受理原告信阳正商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

民初57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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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熊幸福：原告陈刚诉被告

平顶山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熊幸福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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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毕海峰：本院受理原告李秀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玉华：本院受理原告时伟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1528民初4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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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时至2019年12月18日10时拍卖漯河市源汇区长江路闽

商大厦2#楼908、909、910、911、912、913、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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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9515086。特此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 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9年12月16日

10时至2019年12月17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源汇区文萃江

南4幢29号住宅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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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5-3561843。

特此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12月2日10时至2019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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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公开拍卖豫LK1217 号汽车一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 com/0395/02 搜索户名:漯河市郾城区人民

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