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LEGAL DAILY

责任编辑 平慧莹
公告查询网址：http：//gg.hnfzb.com 电话：0371-86178087法院公告

20202020//0101//1414

1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葛渝红、葛渝平：原告张晓瑜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5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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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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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峰、朱军岭：本院受理江灿峰诉赵军峰、朱军岭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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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拍卖平顶山市中兴路南42号院（火车站商场）建筑

面积为2478.93平方米的房产及其所占用的土地的公告(第
一次)。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将于2020年3月2日10时至
2020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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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中兴路南42
号院（火车站商场）建筑面积为2478.93平方米的房产及其所
占用的土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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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缴纳拍卖保证金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拍卖成交后所产生的
税费、过户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由竞买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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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29128（梁法官）。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破2-12号

因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
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本院于2019年12月12日裁定终结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国全、朱爱英、胡金岭：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与你们及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
业合作社总社、余二军、郭爱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411民初2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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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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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海建、李朝阳、张臣、余雪娇：本院受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中心支公司与你们及平顶山市现代养
殖专业合作社总社、余二军、郭爱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411民初2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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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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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第一次）
关于祁守伟、马建丽申请执行周金峰、赵燕红、李贵斌、

马紫英、李贵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
法对被查封的马紫英名下位于中牟县商都大街东段北侧逸
湖名家3#楼16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1501103757）的
价值向国家税务总局中牟县税务局询价完毕。本院将在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上述财产。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
如下：拍卖标的物：河南省中牟县商都大街东段北侧逸湖名
家3#楼16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1501103757）。拍卖
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马紫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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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卫平，联系电话：17803832983。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民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鹤壁市开发区中天机电销售
部与被执行人赵民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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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尼亚：本院受理原告石战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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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
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军：本院受理原告石战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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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
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柿槟仓储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李燕
兵、睢海波、李胜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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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速裁三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
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卢岩：本院受理原告原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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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
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郝海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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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第一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
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会清、周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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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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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济源市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杨：本院受理原告苗明明诉你与李艳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6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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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璨璨：本院受理原告杨维兵诉你及杨峰、卫明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
初5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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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政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张广通与你（单位）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我院于2019年12月5日已立

案执行。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2019）豫9001执7109 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限制消费令。限你（单
位）于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履行（2019）豫9001民
初613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内容为：于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张广通384508元及利息（数额由本院依法计算），
并承担诉讼费7168元，公告费480元，执行费5782元】，并于
报告财产令送达之日起一日内向我院如实报告财产情况。
逾期不履行或者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的，我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并依法追究你（单位）的法律责任。本公告自
张贴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秋合、济源市五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你们与杨爱武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杨爱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
求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9001民初4807号民事判决，
你们被列为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限届满后第1日15时在本
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曙光、王香明、王连保：本院受理原告王绍峰诉你第三人
撤销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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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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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双民：本院受理原告陈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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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湘庆：本院受理原告吴少杰诉你离婚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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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志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永顺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尚俊杰、李爱芹、苗卫峰、仝振宇、秦海琴:本院受理原告王媛
诉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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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
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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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波涛：本院审理的原告白云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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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503 民初
1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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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鹏远、高曼：本院受理原告刘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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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德正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志鸿诉张鹏、河南德正
实业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鉴定报告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并定于60日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我院定于2020年2月12日10时至2月

13日1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袁晓波
与桑俊青共有房产，该房产位于安阳市文峰区弦歌大道478
号华强城2.1B区7-24号楼1单元23层2301室住房一套，起
拍价￥1004100元，保证金￥200000元。特别提醒：该房产
未腾清。咨询电话：0372－3163890，15083055183，监督电
话：0372－3163891。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德隆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婷花诉你劳
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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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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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卢氏县利兰养殖专业合作社、刘喜兰、吴全明、侯建芳、吴香
云、芦爱新：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豫12民初67号民事
上诉状。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卢氏县富卓养殖专业合作社、赵国峰、王垒、候建芳、王敬
红、王如意：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9)豫12民初68号民事
上诉状。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程：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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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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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银海：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云英、魏付广与你排除妨害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117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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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文英、张军林：本院受理原告胡晓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第1302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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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文英、张军林：本院受理原告胡豫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第130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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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书林：本院受理赵春菊诉你、刘志远、朱志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刚：本院受理原告徐红玲诉李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徐红玲追加你为第三人，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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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勇：本院受理原告朱婷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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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光山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参加诉
讼，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庆海、高瑞华、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
23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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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普升、信阳市大融信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
23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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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儒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陈国超、龚峰：本院
受理原告董康康诉你们居间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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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双方解除签
订的购房居间合同（口头），返还定金40000元及逾期利息。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0年3月
30日8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义、丁芹、张洪侠、李洋洋、李向阳、牛颂：本院受理的再
审申请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毫州中心支公司与再审被
申请人李春义、丁芹、张洪侠、李洋洋、李向阳、牛颂、毫州市
谯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已审结。本院作出(2019)豫16民再97号民事裁定书。现
依法向你们送达(2019)豫16民再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6)豫16民终2901号民事判决及鹿邑县人民
法院(2016)豫1628民初82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鹿邑县
人民法院重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卫锋：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洪波与被执行人梁卫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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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肖景印与被执行人张朝军、河

南省得邦利达家俱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
被执行人张朝军以李伟名义购买的位于河南省浚县黎水天
成小区 2 号楼东三铺的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GF-2012-0015506）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
年1月22日后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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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拍卖标的：河南省浚县黎水天
成小区 2 号楼东三铺的房产（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
GF-2012-0015506）。起拍价：1316300 元，保证金：100000
元。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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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淇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春林：吕海瑞诉闫春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0622民初2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北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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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营军：原告乔建浩与被告杨营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270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廉村人民法庭
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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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英杰、刘彩平、张明：本院受理原告曹国正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因你们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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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冢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山县富尔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昭平台
库区乡婆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及第三人
鲁山县富尔康实业有限公司房屋行政登记一案，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满
后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413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合欣：本院受理樊式卿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22民初2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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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贵宾：本院受理原告王彦诉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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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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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30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延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大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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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42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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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朝阳:本院受理原告李晓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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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0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东升、周红岩：本院受理原告张龙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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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贵阳、平顶山市和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畅的科技有限公司与李贵阳、平顶山市和协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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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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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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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明党、彭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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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8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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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钢：本院受理原告范秉菊、范宪峰与被告王钢委托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民
初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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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山仓、张凤兰：本院受理刘卫国诉刘军及你们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7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芳根、王乐良：本院受理高宏超诉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谢红彦：本院受理刘升诉赵中一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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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书芬：本院受理赵振东诉豆慧英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8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丁贵忠、常玉平：本院受理苗红选诉黄思付及你们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7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庄：本院受理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2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孙燕丰：上诉人端木庆营与被上诉人冯红宾、原审第三人孙
燕丰撤销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05民终387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睿迈商贸有限公司、安阳市宸宇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青建置业有限公司、张西英：本院受理河南安阳商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莲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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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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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
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1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晓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彦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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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0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瓦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2月19日10时至20日10时在京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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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琚芳民名下位于安阳市彰德
路超越城市广场10号楼5单元6层南户房产【预售证号：安
阳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104954号 建筑面积149.91m2 地
号 6-1-43-10511（一）】一套 起拍价984500元 保证金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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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
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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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8日至2月18日（工作时间），展示地点：房屋所
在地，咨询电话：0372-2097434、监督电话：0372-2097406。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雅骏：本院受理原告李梅香诉你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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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高建中申请执行丁俊江、柴艳平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丁俊江所有位于长葛市钟繇大道中段
东侧（房产证号：00003223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
的物：丁俊江所有位于长葛市钟繇大道中段东侧（房产证
号：00003223 号）。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丁俊江，房屋面积
102.74 平方米。评估价格为 297000 元，经合议起拍价为
267300元、保证金20000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2000元。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
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
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
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直接登录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http://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志勇申请执行郭根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中，依法对郭根红所有位于长葛市颍川路世纪鑫城23号楼3
单元5楼西户（房产证号：10029047号）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拍卖标的物：郭根红所有位于长葛市颍川路世纪鑫城23号
楼3单元5楼西户（房产证号：10029047号）。该标的物的所
有权郭根红，房屋面积164.55平方米。评估价格为801400
元，经合议起拍价为721260元、保证金60000元、竞拍增价幅
度为每次5000元。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
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详情直接登录我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户名：长葛市
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