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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杭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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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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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水莲：本院受理梁肖申请执行河南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豫0104执恢2031号，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听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通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开庭
时间定于公告期限届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地
点在管城法院执行局。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阴海坡：本院受理原告田志涛诉被告阴海坡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民初 2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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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君伟：本院受理原告魏玉华诉被告刘君伟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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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告
关于变卖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49 号 2 号楼 11 层

356号、12层357号、13层358号、15层360号房产(产权证号
分别为: 1401127104、1401127132、1401127101、1401127106)
的公告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20年1月17日10时至
2020年3月1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金
水东路49号2号楼11层356号、12层357号、13层358号、15
层 360 号 房 产（不 动 产 权 证 号 分 别 为: 1401127104、
1401127132、1401127101、1401127106）分别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现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
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逾期不主张者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有意竞买者需报名缴纳等同于标的物变
卖价全款金额的变卖预缴款，方可取得变卖参与资格。房
产变卖成交后所产生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详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 户 名: 郑 州 铁 路 运 输 中 级 法 院）。 联 系 电 话:
0371-68325088（梁法官）。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凯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继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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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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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太极立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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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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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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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玉锋：本院受理原告闫汇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03 民初 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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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宝月(410423196903130069)、孙琳琳(41042319900209
0040)：本院受理原告马志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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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民初446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宝月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一次性清偿原告马志高欠款2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年利
率6%自2019年9月5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马志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00元,
由原告马志高负担2000元,被告张宝月负担3800元。限你
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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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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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自高：本院受理宋喜川、王秀雲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22民初206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廉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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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05执恢225号

刘卓英：本院受理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为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本院（2015）涧民一初字第903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生效，因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将
于2020年1月23日至24日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秦岭
防洪渠西侧中泰世纪花城五期40幢1-1702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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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刊登之日起三日内来本院执行局115室领取，逾期即视为
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宜阳龙成工贸有限公司、陈成才：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泰达置
业有限公司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2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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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复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昇荣商贸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5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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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琛：本院于2019年11月21日受理张延兵申请执行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2018）豫0306民初69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
法律效力，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执532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
书、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初604号

朱立红、曹剑：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91民初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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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初720号

吕战友、张延利、杨晓斌、洛阳轩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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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亚利、洛阳轩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创业
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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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初722号

郭彩平、樊东峰、孙毅、洛阳轩锋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洛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91民初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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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振贤、史占武、栗明霞：本院受理原告梁书辉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0322民初1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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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兵：本院受理原告王奇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22
民初1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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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冯建忠、王贺勤：上诉人刘勇、张静、刘一萱因与被上诉人汪
莉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
法院作出（2018）豫 1702 民初 9424 号民事判决后，刘勇、张
静、刘一萱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
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永志：上诉人李茹菊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遂平支行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南省遂平县人
民法院作出（2018）豫1728民初3389号民事判决后，李茹菊
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2月13日立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阳：本院受理上诉人梁军上诉你与平舆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等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柴付娥、乔格：本院受理上诉人芦盈盈与被上诉人刘电霞及
你们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7民终3781号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运动：本院受理上诉人郭明锐上诉陈小伟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民终4226号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十
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俐俐、驻马店市开发区湘味源湘菜馆：本院受理原告张江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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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1702民初10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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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林：本院受理原告尚建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03民初1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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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少利：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7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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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盛世达商贸有限公司、安阳昊澜置业有限公司、丁国
进、顾艳超、郭晓玲、魏校普、王勇：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
商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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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
初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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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普利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河南泽腾商贸有限公司、
郭晓玲、丁国进、朱伟、郭俊奇：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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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初
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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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秀红：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
社诉你们及王德政、郝瑞芳、林州市鸿润汽配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581民初2393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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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申列才：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兴林路信
用社诉你及秦艮花、邓保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1983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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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卫明、张海竹、刘震飙、冯金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诉你们及被告赵国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2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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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录海、刘正江、刘文林、刘俊生、刘勤伏、刘军波、闫拴云、
王爱翠：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
社诉你们及王录海、郝成学、刘正江、刘文林、刘俊生、刘勤
伏、刘军波、闫拴云、王爱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公告送达（2019）豫 0581 民初 25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日起60日内来领取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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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花平、刘正江、刘文林、刘俊生、刘勤伏、刘军波、闫拴、王
爱翠：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
诉你们及刘花平、郝成学、刘正江、刘文林、刘俊生、刘勤伏、
刘军波、闫拴云、王爱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
依法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5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日起60日内来领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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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太平庄信
用社诉你及被告刘保江、林州市保江机械厂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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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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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庆竹：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你及牛吉鸿、郭永红、任晓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 民初
205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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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艳杰、黄艳敏：本院受理原告刘红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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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
4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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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合江：本院受理原告郑希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4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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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永军、张宝娣：本院受理原告张文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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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
4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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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庆华：本院受理原告胡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47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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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广、张金丽：本院受理原告赵友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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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
4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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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峰：本院受理原告田亮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4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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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献：本院受理原告贠东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02民初4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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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四朋永兴汽车配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黄新亭、韦
娜：本院受理原告曹小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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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3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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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广振：本院受理原告韩殿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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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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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合：本院受理原告马志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922民初396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六塔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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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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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明现：本院受理原告李世彬与被告刘明现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928民初58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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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秋贤、晁永顺：本院受理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梁庄
信用社诉被告施春孝、李翠娟、晁永顺、张秋贤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作出（2019）豫 0928 民初
6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施春孝、李翠娟于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梁庄信用社
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照本金300000元，自2017年3
月 29 日-2019 年 3 月 29 日，按照月利率 9.6‰计息，自 2019
年3月30日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4.4‰计息，但
被告已经偿还利息11616元应予以扣除）；二、被告晁永顺、
张秋贤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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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善起：本院受理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梁庄信用社
诉被告丁善起、张存印、张富东、张付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于2019 年12 月17 日作出（2019）豫0928 民初648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梁
庄信用社与被告丁善起于2019年1月31日签订的个人借款
合同；二、被告丁善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梁庄信用社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
（自 2019 年 1 月 31 日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按照月利率
9.6‰计算利息）；三、被告张存印、张富东、张付义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张存印、张富东、张付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张存印行使追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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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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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5 日
10时至2020年1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拍卖漯河市郾
城区嵩山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 MOCO 新世界 12#楼 12
幢1407号房产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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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5-3561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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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5 日
10时至2020年1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拍卖漯河市郾
城区嵩山东支路与嫩江路交叉口 MOCO 新世界 11#楼 11
幢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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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5-3561874。特此公告。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鹤壁市翔鹤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河南省兴农农民专业合作社豫北分社、牛森、李
九玲追偿权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李九玲所有的位
于河南省淇县云梦大道中山花园13号楼东1单元18层中户
（合同编号：GF-2013-0028807）、16 层中户（合同编号：
GF-2013-0028805） 、17 层 中 户 （ 合 同 编 号 ：
GF-2013-0028806）的三套房产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
者，请于2019年12月25日后登录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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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