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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军峰、张爱学：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市
区信用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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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134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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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静娴、郭斌：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市区
信用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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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1民初1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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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定于2019年12月26日10时至27日10时在京东网络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
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黄媛媛担保人李日
杰名下位于安阳市中华路东侧 德隆街南侧 明福街北侧秀
水苑商住小区15号楼1单元28层2802房产一套。（房产证
号：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第 00083991 号）面积 128.36m2
起拍价850000元 保证金50000元 增价幅度1000元。因办
理拍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税 费及基于拍卖标的
上的原欠缴税 费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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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的部分
买受人为过户自行垫付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
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查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未咨询
的竞买人或勘查现场视为对本标的物的认可 责任自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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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竞
买。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12月11日至25日。展示地点：
房 屋 所 在 地 。 咨 询 电 话 0372-2097433、监 督 电 话
0372-2097406。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小帅：本院受理原告赵云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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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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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红星：本院受理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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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33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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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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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红日锂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红日铜箔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审理的原告闫国平诉你公司与河南金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0503民初6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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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必正（曾用名张晓峰）：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丽娟与被上
诉人肖丽杰、原审被告张必正（曾用名张晓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
民终38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该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凤：本院受理原告段全英诉被告康占月、李秀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26民初42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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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丽丽、周伟只：本院受理原告姬飞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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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红、毛艳峰：本院受理原告周永军诉被告王艳红，毛艳
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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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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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30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现军：本院受理孙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
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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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陆钱钢：本院审理原告平顶山市海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
被告陆钱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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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03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被告陆钱钢支付原
告平顶山市海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货款70000元，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在支付货款的同时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
2017年9月1日起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判决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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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鑫贵源物贸有限公司、卫东区砼友建工机电经营
部、王辛情：本院审理原告邵建民诉被告平顶山市鑫贵源物
贸有限公司、卫东区砼友建工机电经营部、王辛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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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03民初
5093号民事判决：被告王辛情、平顶山市鑫贵源物贸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邵建民借款625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在支付货款的同时按照年利率6%
计付自2017年10月19日起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判决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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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年县金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平顶山市海
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万年县金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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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403民初4606号民事判决：被告万年县金泽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支付原告平顶山市海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货款
104337.6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
毕，在支付货款的同时按照年利率24%计付自2014年12月
16日起至全部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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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娅丽、张玉霞：本院受理原告芦辉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03 民初
3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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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海鹏：本院受理原告李路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
4772号民事判决。判决主要内容：“不准予原告李路路与被
告牛海鹏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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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正粮先锋粮库有限公司、刘大利、王会志、司伟、孙红
利：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527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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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辉：本院受理原告陈金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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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红岩、平顶山市兴隆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王彩虹、吕巧娥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送达期
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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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迎辉：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分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向本院提出
诉前财产保全申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11财
保18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
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查封公告
马志超：关于苏爱红申请执行马晓丽、马志超等人民间借贷
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402民初466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生效。但被执行人马晓丽、马志超等人至今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已依法立案执
行。已依法送达（2019）豫0402执146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裁定书、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等法律文
书。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马志超名下位于许昌
市许由路东段北侧（潩水花园）3幢—7层—0701住房、房产
证号为许昌房权证许昌县字第A0013902号房产一套用于清
偿本案债务，现通知马志超在2019年12月10日来我院选定
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另责令马志超在30
日内腾空上述房产内个人物品，否则我院将依法强制腾空。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02民初2168号

孟海龙：原告郭建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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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因你
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2民初2168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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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边江先：本院受理原告夏仁义与被告边江先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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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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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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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松州（曾用名张周子）：本院受理原告黄延锋诉你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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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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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红卫（任红伟）：本院受理原告樊狼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2民初
6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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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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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482民初614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福瑞硅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蜀渝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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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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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钟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德九（身份证号：411123195207189518）：本院受理的原
告张祖塘诉你、舞钢市天利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1
民初1525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于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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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颖涛：本院受理原告侯三政诉你与汪占业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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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向培、彭旭光：本院受理原告张保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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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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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绍静：本院对原告李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2 民初 151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郭绍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原告李群3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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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松科：本院受理原告崔留民诉被告刘松科、田继生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
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事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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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贺：本院受理牛倩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279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驳回原告牛倩红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5元，公告
费540元，共计815元，由原告牛倩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北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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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辉芳：本院受理张祥水诉你、张延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309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限被告张辉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
还原告张祥水借款 61200 元并给付以 61200 元为基数从
2019年8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
息；二、被告张延征对上述第一项中的40000元借款及相应
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张延征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债务人张辉芳追偿；三、驳回原告张祥水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330元，公告费640元，共计1970元，由被
告张辉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北城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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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志杰：本院受理樊丽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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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许社怀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7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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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李流均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6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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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张战伟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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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张海涛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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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聂绍洪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5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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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温建明：原告黄圪当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322民初20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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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牛麦香与被执行人秦文生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被第三人郭改琴所有的位于鹤壁市
淇滨区卫河路建设花园小区1#住宅楼东4单元5层西户（房
产证号为：0801001657）的房产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
请于2020年1月17日后登录，具体竞买事项请登录鹤壁市
淇滨区人民法院拍卖淘宝网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宜。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创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金松、朱华静：本院受理申
请执行人安阳市征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河南创
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胡金松、朱华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执行告知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4 号窗口领
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广州市园梦居房地产有限公司、漯河市福全食品市场开发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孙功兴与被执行人广州市
园梦居房地产有限公司、漯河市福全食品市场开发有限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
执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4号窗口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志才、张红礼、贾桂英、陈德坡、张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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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明、贾春英、张红礼、贾桂英、陈德坡、张玉兰、贾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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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小娟：本院受理的原告长葛市福美家浴柜厂诉被告赵小
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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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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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24日9时在
长葛市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泷龙板簧有限公司、范北方、范会岭、长葛市力驼电
器有限公司、薛军峰、汪松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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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1082 民初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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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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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8日10时起至

2020年1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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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陈化店镇建业生态新城112幢
3单元101号住宅房地产一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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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552元。保证金：100000元。联系人：王法官。联系电话：
0374-7263051。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月8日10时起至

2020年1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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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赛德斯奔驰2012款CLS 300 CGI 3.5T 手自一体
白色小型轿车一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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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80
元。保证金：30000元。联系人：王法官。联系电话：0374—
7263051。详情请关注我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
//mauction.jd.com，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霞：本院受理上诉人王桂枝与被上诉人史会霞及原审
第三人王红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0民终260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撤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9）豫
1003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位于河南省许昌市
魏都区东大办事处察院西街洋帆购物城18号营业房（产权
证号：许房权证市字第0301013168号）。一、二审案件受理
费4000元，由王红霞、史会霞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月4日10

时至2020年1月5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陈继军与案外人李艳名下位于长葛市葛源路长葛建
业桂园 7 号楼 2 单元 4 层西户房产（房产证号：10028675）。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4/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骆驼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临颍县和谐粮食收
储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南骆驼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
案，已依法作出（2019）豫10执恢64号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限制消费令、传票。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0执恢64号裁定书、执行通知书、限制消费令、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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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旭：本院受理原告吕香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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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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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志杰：本院受理原告武亚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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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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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10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082民初6236号

孙路宾：本院受理原告长葛市宜家信息服务部与被告孙路宾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1082民初62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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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许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082民初5922号

徐新港：本院受理原告石小芳、陈明广与被告徐新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082
民初59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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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