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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兰考新兰粮棉油有限公司、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正阳县
林宏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杨培干、李秀丽、张春辉：本院在执
行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
请执行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杨培干、张春辉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及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申请执行兰考新兰粮棉油有限公司、兰考裕盛粮油有
限公司、正阳县林宏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杨培干、李秀丽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中，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主体申请。本院
裁定变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兰考新
兰粮棉油有限公司、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正阳县林宏粮
油实业有限公司、杨培干、李秀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
申请执行人；变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公司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
行兰考裕盛粮油有限公司、杨培干、张春辉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的申请执行人。因无法有效送达法律文书，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执异5号、（2020）豫0105执
异7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以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小金、李志明、李保元：本院受理原告薛艳、李欣然，李悠
远、李悠然诉被告陈小金、李志明、李保元排除妨害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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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慧敏：本院受理原告陆翠平诉被告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及第三人张慧敏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原告请求撤
销被告颁发的平房他证卫东字第14010398号他项权证，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413审判庭开庭审理。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耀、陶二红、王永红：本院受理原告姬彬彬诉被告刘红
耀、陶二红、王永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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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2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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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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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学：本院受理原告王战伟诉被告王玉学买卖合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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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5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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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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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红耀、林朝娜：本院受理原告代书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东
高皇法庭领取（2019)豫0403民初4594号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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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洋洋、禹州市飞扬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晶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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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世峰：本院受理原告苏梦月与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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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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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滑洪波：本院受理的申诉人王利民与被申诉人游群安及你
房屋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3民再1号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3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昊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力加力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0311民调2776号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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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宁县兴华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京中金翰商贸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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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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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水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完毕的原告张春
星诉被告张西学、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张西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1490号一案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洛宁县人民法院大原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完毕的原告张学
明诉被告张西学、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张西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1495号一案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洛宁县人民法院大原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完毕的原告吉朝
阳诉被告张西学、洛宁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张西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1494号一案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洛宁县人民法院大原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
为送达。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彦波：本院受理原告张运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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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堌阳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波、王学涛：本院受理河南卓沛轩商贸有限公司诉赵波、
王学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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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红庙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宝杰：本院受理原告刘卫民诉被告史宝杰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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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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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载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宁伟、河南众森典当责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彦霞诉
被告宁伟、河南众森典当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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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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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五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云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
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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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0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 10 时至

2020年2月1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焦作市中站区人民
法院阿里巴巴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91/10?spm=a213w.3065169.0.0.facFs5,户名：焦
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对位于中站区和顺小区第33幢1单
元5层10号房产一处进行公开拍卖，有意者请登录网站详
细查询。联系人：李法官，联系电话：17303918518，联系地
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人民法院，淘宝技术咨询电话：
400-822-2870。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孟安：本院已受理原告李红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出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兵：本院受理原告王文静诉你婚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883民初22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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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沁阳市支
行诉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简转普裁定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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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博：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焦作分行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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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811执恢209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告
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晓：本院受理原告邱亚军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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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林丽娜：本院受理原告秦小涛诉被告林丽娜、侯天义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简转普裁定书、保全裁
定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2020年2月1日10时至2020
年2月2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娄某某所有的临颍县规划路中段商业房一套。详情请关
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玉：本院受理原告周杰诉被告你们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302民初9165号的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追加通知书
等相关应诉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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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兴、王小妹：本院受理原告杨溪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
初5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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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3月2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7/06，户名：南阳市宛城
区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
的物为被执行人名下的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三川花园4幢3
单元 1 层东户(合同号:99012-F-001)含储藏室房产，面积
140.82平方米，三室两厅，规划用途：住宅，欠电费:190.05元，
国有土地。议价价格1337790元，起拍价格1070232元，保证
金20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该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共
有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联系，逾期即视
为放弃优先购买权。本次拍卖含室内装饰装修，不含室内
可移动家具、家电等动产及相关债权债务详见本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377/06)。自
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3月1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
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
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0377-61661029谢法官、法院
监督电话:0377-61661029、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
区法院执行局。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池亚军：崔瑞瑞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23民初382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原告崔瑞瑞与被告池亚军之女池
若曦由原告崔瑞瑞抚养；被告池亚军从2020年起每年向原
告崔瑞瑞支付其女池若曦的抚养费3457.685元，每年的抚养
费于当年的6月30日之前支付，直至其女池若曦十八周岁
为止。二、驳回原告崔瑞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崔瑞瑞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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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窦俊涛：本院受理原告丁爱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64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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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曲红森、张英、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南阳市大自然梦
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典奇诉被告曲红森、
张英、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南阳市大自然梦想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南阳市宛城区大自然幼儿园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302民初4268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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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曲红森、张英、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南阳市大自然梦
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齐阳诉被告曲红森、张
英、南阳市汉和机械有限公司、南阳市大自然梦想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南阳市宛城区大自然幼儿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302民初4270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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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观正：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荣祥农机有限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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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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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丽娜：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二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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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原告要求：1、与杜丽娜离婚；2、诉讼
费由杜丽娜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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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20年4月23日上午8时30分在平舆县人民法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洪让、邢丽丽：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
心与被告唐河和润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润公司）、河
南麒丰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丰公司）、邢丽丽、闫
洪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1302民初63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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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16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合上(http：//sf.taobao.com/0377/06，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
民法院)进行(二拍)拍卖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新野神力
聚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130万股
股金及股金项下全部收益。议价价格 260 万元，起拍价格
208万元，保证金20万元，加价幅度1万元。该标的物的优
先购买权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一日与本院
联系，逾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需事先向新野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银行咨询本标的过户所需条件。不符
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和法律
责任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合(网址http://sf.tao-
bao.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15日止(节
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淘宝
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话:
0377-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38、联系
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干英：本院受理董天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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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卫（曾用名李红伟）：本院受理原告马闹诉你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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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盛
湾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永波：本院受理张士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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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7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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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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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营：本院受理郑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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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8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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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届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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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力：本院受理原告高天奇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91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豫0256民初
9137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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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艳霞：本院受理原告徐朝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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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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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法：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富生、崔和平、李华民、刘俊林诉
你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被告靳建军不服
本院(2019)豫0502民初2524号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占喜与被执行人李天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对被执行人李天保所有的位于鹤壁市
淇滨区海河路福源小区三区3-05号楼东3单元401号（证
号：1001002574）的房屋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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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翠真：本院受理原告李俊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由
于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要
求你偿还借款200000元及利息）、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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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善堂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淮阳县农民工职业培训学校、张素华、徐波涛、马德力、张
尚生、李桂香：本院受理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方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方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举证
通知、开庭传票、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十五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第3日9时在本院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晋刚：我院受理原告尚凤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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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5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廉政监督卡。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望届时到
庭参加诉讼。逾期则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元凤：本院已受理原告尹家明诉你与郭元威、马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贤利：本院受理徐秀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521民初3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徐秀与你的婚生
女丁雪由徐秀抚养；你自2020年2月1日起至婚生女丁雪独立
生活时止，每月20日前给付当月子女抚养费500元；驳回徐秀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300元由你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楠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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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静：本院受理原告曹秀明诉被告邵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521民初2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邵静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曹秀明偿还借款本金20000元。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540元均由被告邵静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楠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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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俊铭：本院受理原告楚红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
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博：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大林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4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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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2月4日10时至2020年2月5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人民
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豫N5J892福田牌箱货车，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19837091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