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永顺：本院受理姚荣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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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初9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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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
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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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位于南阳市卧龙区铁
路 东 街 55 号 第 1 幢 1 单 元 301 号 ( 房 屋 产 权 证 号:
0901002240)，建成年份1995年，房屋总层数6层，所在层数
第三层，建筑面积60.95平方米，简易装修，设计用途:成套住
宅，有共有人，权属性质:国有评估价 371795 元，起拍价格
371795元，保证金30000元，加价幅度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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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 http://sifa.jd.
com/)。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节假日休息)接
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情以京东网发布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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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14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
合上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动(http://sifa.jd.com/)，现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物为被执行人位于南阳市宛城区滨河路西侧宇
信凯旋公馆 16 号楼 1 单元 8 层 801 室的房产(合同号:
16902249)，建筑面积239.52平方米，户型四室两斤三卫，建
成年份2017年底，设计用途成套住宅，两梯两户，土地性质
出让，无租赁，所在楼层8楼，总层数16层，毛坯房，有抵押，
抵押金额135万元，抵押人广发银行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营业
部。评估价3100800元，起拍价格2480640元，保证金400000
元，加价幅度1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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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
月23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
详情以京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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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付玉霞：本院受理原告杨忠伟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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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付玉霞：本院受理原告刘长忠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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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
审判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杨丰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给你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给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淅川县人民法院上集法庭开庭审理，无故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谭平：本院受理了原告代高领诉你、被告冯永耀、谭本仁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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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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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重庆市万州区三峡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全生：本院受理原告王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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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告知书、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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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松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杞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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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三创新型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开封辉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徐昆、于亚楠、孟庆威:本院受理的许宸申请执行开
封三创新型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开封辉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徐昆、于亚楠、孟庆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向
五被执行人公告送达(2019)豫0203执恢118号执行通知书、
(2019)豫0203执恢118号执行裁定书、报告财产令及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五被执行人自公
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浩立:本院受理原告邢瑞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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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白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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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目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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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开务：本院受理原告田得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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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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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海涛：本院受理原告李龙启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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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2020年4月1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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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忆京：本院受理原告张溧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204民初17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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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上述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德训：本院受理原告刘翠花诉你和被告卢师月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04民
初100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熊胜花：本院受理原告唐大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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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学江(413024197108201990)贾树明(413024196211121
978)徐少友(413024196712170735)宋玉山（41302419711
2283319）：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友、雷振付诉你们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1526民初30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徐
少友、贾学江、宋玉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
保证金150000元。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徐少友、贾学江、宋玉山负担。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河南富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实银与李磊、潢川县金麒市政建筑园林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件申请
执行标的1371941元已执行到位（含另案冻结款1091941.87
元）。本院通过多种方式联系你公司来院办理相关审核领
款事宜，但至今查找无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特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领款通知书，限你公
司自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来院办理相关审核领款事
宜。逾期，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相关法律后果由你公司自行
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坤元航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明
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张爱业不服
本院（2019）豫1502民初3345号判决书而提出上诉。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海英：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信阳分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向你送达法律文书时，因不知你的下
落，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公告向你送达（2019）豫1503
民初6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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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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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凤永：本院受理原告王传勇、张祖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22民初
4698 号、（2019）豫 1522 民初 4728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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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民：本院受理原告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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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民初 8187 号民事判决
书，判你在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3466000 元及利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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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前永：本院受理原告王顺心诉你合伙协议纠纷、原告刘和
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王顺心诉请判令你偿还投资款 28000 元及利
息，原告刘和平诉请判令你支付货款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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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洋河法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彭国安：本院受理徐志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山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谢兰言：本院受理上诉人谢初中与被上诉人刘艳梅、谢兰
言、王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6民终2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驳回谢初中的上诉，维
持郸城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5民初4120号民事判决第一
项、第二项和逾期履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及
诉讼费负担部分；二、谢初中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谢
兰言追偿。”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凯：本院受理原告陈树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19）豫0922民初4920号，现法院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胜奇：本院受理原告葛文飞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2民初4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村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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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勇广：本院受理原告孙自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385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程勇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孙自功借款本金30000元。二、驳回原告孙自功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程勇广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付款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730元，由被告程勇广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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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2民初18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六塔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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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青：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濮耐炉窑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
民初75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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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丛越：本院受理原告王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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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中原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道斌：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建军申请执行本院作出的
(2019)豫0902民初3784号民事判决书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0902执4149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评估拍卖裁定书【将你名下位于濮阳市003街道006街坊
大庆路085-07-061-1-0806，不动产权证号(所有权预告证
明号)为YGS-012827号房产予以评估拍卖】，限被执行人王
道斌自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上述房屋腾空，并自公告期满
后主动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采取查封、冻
结、罚款、拘留、评估、拍卖、追究拒执罪等强制执行措施，直
到案件执行完毕。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帅兵：申请人梁彦革与被执行人鲁帅兵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19)豫0902民初617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人梁彦革于2019年
11月28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902执426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龙举:本院受理原告李现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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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先奎：本院受理原告刘树军（曾用名刘军）诉你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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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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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孔旭、张同粉: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盛祥汽贸有限公司诉
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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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县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龙举:本院受理原告宋宪拥（曾用名宋二军）诉你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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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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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建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与
被告程静利、焦国强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海涛：本院受理河南清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朱海涛、和俊敏、贾峰、朱会军（2020）豫0922民初81号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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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芬、倪建波：本院在受理原告张迎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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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2月20日10时

至2020年2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XX持有的焦作
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个2000万股、两个3000万股、一
个 4355.2 万股股权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第一次)，详情请关
注(网址:http://sf. taobao. com/ law court. htm?spm=a213w.
3064813.0.0. WmDlVt&user_ 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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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10

时至2020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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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人赵爱荣所有的位于许昌市文峰路209号2幢东起2单
元5层西户房产（房产证号：许房权证市字第1001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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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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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10

时至2020年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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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人刘改花实际所有的登记在案外人朱爱枝名下位于许
昌市东城区魏文路瑞贝卡家天下17幢东起1单元6层东户
房产【房产证号：豫（2018）许昌市不动产权第0047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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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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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10

时至2020年2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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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执行人韩国甫名下位于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6号2号
楼2单元16层101号房产。网址:http://sf.taobao.com/0374/
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帅花：原告王遂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豫0481民初
26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王帅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王遂民支付借款本金60000元、利息38880元，
合计988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272元，由王帅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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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兰金来：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鑫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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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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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花园口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国华：本院受理汪秀蕊诉被告韩国华、禹海燕、吕新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被告韩国华、禹海燕共同
偿还原告汪秀蕊借款273000元及利息；被告吕新起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26民初5853
号民事判决书。望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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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成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翟学东)：本院受理申请
执行人驻马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申请执行被申请执行人被
申请执行人驻马店市成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现已审查
终结，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对申请人
驻马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就被申请执行人驻马店市成基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出的驻人防易缴字（2019）第216号缴
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和驻人防罚决字（2019）216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豫1702行审1号行政裁定书。望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开发区鑫晟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驻马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申请执行被申请执行人被申请执
行人驻马店市开发区鑫晟置业有限公司缴纳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决定和行政处罚决定一案，本院现已审查终结，本
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裁定：对申请人驻马店市
人民防空办公室就被申请执行人驻马店市成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作出的驻人防易缴字（2019）第206号缴纳防空地
下室易地建设费决定书和驻人防罚决字（2019）206号行政
处罚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702行审2号行政裁定书。望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究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2月22日10

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
合上进行公开拍卖(一拍)活动(http://sifa.jd.com/)现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物一: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演置业有限公司所
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相路以南温凉
河以东美丽之都 1 号楼 2 单元 22 层 2203 室(预售合同号:
15847679号)、建筑面积:138.87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设计
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 22 层，总层数 31 层；双方议价
1319265元，起拍价格1319265元，保证金100000元，加价幅
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二: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置业有限
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相路以
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1号楼2单元22层204室(预售合同
号:15847685号)，建筑面积:138.87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设
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 22 层，总层数 31 层；双方议价
1319265元，起拍价格1319265元，保证金100000元，加价幅
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三: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相路
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5号楼2单元21层2103室(预售合
同号:17981245 号)，建筑面积 133.08 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
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21层，总层数34层；双方议价
1264260元，起拍价格1264260元，保证金200000元，加价幅
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四: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宽城区两相路
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5号楼2单元20层2001室(预售合
同号:17981246号)，建筑面积138.08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
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20层，总层数34层；双方议价
1311760元，起拍价格1311760元，保证金200000元，加价幅
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五: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究城区两相路
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5号楼2单元19层1903室(预售合
同号:17981249 号)建筑面积133.08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
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19层，总层数34层双方议价
1264260元，起拍价格1264260元，保证金20000元，加价幅度
5000元。拍卖标的物六: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有限公
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相路以南
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10号楼1单元30层3001室(预售合同
号17981369号)，建筑面积120.82平方米，户型三室两厅设计
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 30 层，总层数 34 层;双方议价
1147790元，起拍价格1147790元，保证金180000元，加价幅
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七: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有
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究城区两相路
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10号楼1单元27层2701室(预售
合同号:17981372 号)，建筑面积 120.82 平方米，户型三室两
厅，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27层，总层数34层；双方
议价1147790元，起拍价格1147790元，保证金180000元，加
价幅度5000元。拍卖标的物八: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
业有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
相路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5号楼2单元33层3302室(预
售合同号:17981232号)，建筑面积96.98平方米，户型二室二
厅，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33层，总层数34层；双方
议价921310元，起拍价格921310元，保证金140000元，加价
幅度7000元。拍卖标的物九:为被执行人南阳市锦寓置业
有限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吴海波名下位于南阳市宛城区两相
路以南温凉河以东美丽之都5号楼1单元12层1203室(预售
合同号 17981225 号)，建筑面积 138.08 平方米，户型三室两
厅，设计用途成套住宅，所在楼层12层，总层数34层；双方
议价 1311760 元，起拍价格 1311760 元，保证金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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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院京东网司法柏卖网络
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
21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
详情以京东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
电话：0371-61661029，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
38。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人民法院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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