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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红然：本院对原告王线云、彭喜英、彭小明诉你民间借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20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黄红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王线云、彭喜英、彭小明借款100000元……驳
回原告王线云、彭喜英、彭小明对被告耿小好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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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胡伟强保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8民初1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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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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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0306民初7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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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海鸽：本院受理原告李丛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8 民初 181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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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百钢、李闪闪：本院受理曹新民诉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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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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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会芳：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11民
初4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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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保峰：本院受理洛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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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洛龙区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军平：本院受理洛阳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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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洛龙区人民法院金融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27执恢160号

洛阳冰河航模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姜鉴民申请执行
洛阳冰河航模制造有限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在法定期限内未自觉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宜民二
初字第9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于2019年9
月16日申请评估洛阳冰河航模制造有限公司位于洛阳市宜
阳县三乡镇西村的二层砖混结构办公楼,后我院依法张贴公
告限期履行，但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义务，现依法评估完
毕，评估价为908100.00元，今公告向你送达洛康评（2019）第
F0016号估价报告书，如对评估有异议，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
采取拍卖等强制措施。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新亮：本院受理原告王艳春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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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海莲：本院受理你与申请执行人贺爱民、杨灵枝、被执行
人王五军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4)湖执字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该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案外人异议之
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颖：本院受理原告汪兴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252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在60日之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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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长春：本院受理原告尹振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5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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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罗山县鑫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汤广辉、危得红、汤广志：本
院受理原告罗山县宝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罗山县鑫
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汤广辉、危得红、汤广志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罗山县鑫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汤广辉、危
得红、汤广志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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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8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刚林、陈风霞：本院受理原告殷清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928民
初37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濮阳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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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宪海:本院受理的原告侯典全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926民初
290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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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华：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屯信用社

与被告杨华、濮阳市舒舒电子有限公司、濮阳市永强照明电
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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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点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党：本院受理原告陈要华等七人与被告李永党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928 民初
4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永党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要华工资 13400 元、崔培培工资 8000
元、张战荣工资 8000 元、赵志元工资 7000 元、陈要站工资
10000元、陈子峰工资9000元、陈兴涛工资8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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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86元，由被告李
永党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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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永德：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县支行
诉被告宋永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5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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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伟（王泳）：本院执行的张春祥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现公告向你送达（2019）豫1102执147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风险告知书、限高令等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自动履行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2018）豫1102民初66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依法强制执行。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山：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和陈国良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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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廷安、崔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谢伟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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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改风、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高淑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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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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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改风、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高爱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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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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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郭现青：本院受理原告郭振诉被告郭现青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
民初4012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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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春凤：本院受理原告孟爱花诉被告崔春凤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初
38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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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利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邢桂霞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豫0526执7594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本通知书送达之
日起五日内履行下列义务：一、按照(2019)豫0526民初600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二、向本院缴纳诉讼费
1050元及执行费用；三、于收到本通知起五日内按照报告财
产令和申报表的要求向本院报告财产收入状况。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富彬、刘素民：本院在执行王廷武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依法对你们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道与彰德
路交会处三角湖人家6号楼4单元11层东户的房产进行评
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河南省贵合资产鉴定评估有限
公司安阳分公司河贵评（2019）1184号鉴定评估意见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海军、崔红芹：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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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运杰、杨志红:本院受理原告卜红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9)豫0503民初2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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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艳锋:本院已受理原告崔世锋诉被告赵艳锋追偿权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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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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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宋晓艳：本院受理原告李杰亮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41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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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林吉、宋庆云：本院受理原告常波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141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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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晓林、桑巧玉：本院受理原告李录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47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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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李艳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550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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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存金、申贵廷：本院受理原告王全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5723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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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红旺：本院受理原告章光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559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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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爱田：本院受理原告周成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490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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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卫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姚村信用
社诉赵攀峰、林州市双惠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赵永兵及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1377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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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兆强：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魏青、林州市亮剑汽车配件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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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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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云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魏青、林州市亮剑汽车配件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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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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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彩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岳世杰、宋文波、路广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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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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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保成、王玉周、岳翠连、李法庆、林州市玉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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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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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中林、李军文、韩军利、王晓东、王东宁：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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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581 民初
6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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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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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0

时至2020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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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人张远远与边歌名下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宏祥路29号11
号楼2单元11层109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豫（2017）郑州
市不动产权第 0004497 号）。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4/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磊:本院受理原告郭蓬雁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3民初4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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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苗丕强、张改云、苗芳芳、付喜全、鹤壁市新石林茶楼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苗丕强名下位于鹤
壁市淇滨区自由贸易区 8 幢 1 单元 1 号的房产（房产证号
0601001593）及自建部分（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
担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
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
本报进行公告，公告期为三十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
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
专栏依法拍卖。该房产的评估价为 4188374.65 元，起拍价
390万元，保证金25万元，增价幅度1万元。标的物转让登
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
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培：本院受理原告杨正柳诉被告张新华、第三人贾飞.肖培
执行异议一案，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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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开庭传票、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请
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第三人贾飞、肖培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合法有效，并要求第三人贾飞、肖培协助原告办理房屋
产权过户手续；不得执行位于驻马店市文明路北段东高国际
花园小区12号楼5楼503室房屋，并要求解除对该房屋的查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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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3月10日9时在平舆
县人民法院杨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良华：本院受理原告单苗苗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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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世联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郝献东诉你公
司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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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毕俊杰：本院受理李金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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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5 民初
477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决：被告毕俊杰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金蝉借款140000元。案件受理费
3100元，由毕俊杰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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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军伟：本院受理原告曹亚闯与被告范军伟、华海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84民初106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辛店中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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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12月19日10时至2019年12月20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豫AW7L99小型轿车一辆进行首次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
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12月30日10时至2019 年12月3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荥阳市泽众路与规划牡丹路交叉口东北
侧清华大溪地 1 号院南院 3 号楼 2 单元 12 层 1206（合同编
号：XY16002524452）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12月19日10时至2019 年12月20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金水区金水路233号13号楼8层18号房
屋（产权证号：1301075927）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
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01月02日10时至2020年01月0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振兴路南侧道西路西侧2号楼3
单元 901 室房屋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
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1月06日10时至2020 年01月0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烟厂大街北侧、渔夫子路以西滨
河帝城13号楼3单元510房屋【权证号：豫（2019）新郑市不
动产权第0011148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
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1月06日10时至2020 年01月0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炎黄广场西侧
E幢21401房屋（证号：新郑房权证字第0701018994号）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
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广武：本院受理原告韩元清诉你和被告周跃统民间借贷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
初4171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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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兆贵（曾用名：高然、高庆朝）：本院受理原告王喜英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302 民初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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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保军：本院受理张书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9）豫
1302民初4964号】，本院依法判决被告胡保军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偿还原告张书焕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其利息（利
息自 2015 年 5 月 9 日起按月息 2 分计付至借款付清之日
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董萍：本院受理原告白小山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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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明：本院受理原告薛艳、李欣然、李悠然，李悠远诉被李
志明物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
民初1615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
南楼515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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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利鹏、申彦芬：本院受理原告张振坤诉郭利鹏、申彦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
0105民初19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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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启：本院受理钱见立诉高启买卖合同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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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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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