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辉：本院受理原告吴继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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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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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31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军昊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谢金丽诉你、陈军、胡
慧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402民初1371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告送
达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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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利。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丽萍：本院受理原告王向文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初4319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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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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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02民初4976号

杨国锋：本院受理原告段九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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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限期和举证期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第二团队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寇爱萍、周国良：本院受理原告胡庆云诉你们及邱应军债权转
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84
民初93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和庄中心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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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
一份，副本七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4月21日10时至2020年4月22日10时

止，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
变卖位于西平县棠溪大道中段路南锦江小区1号楼1幢2单元
3-18层房产，房权证号为（西房权证柏城字第00034551号），
建筑面积3301.44平方米。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
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崔冰峰：本院受理上诉人牛涛、上诉人吴鹏与被上诉人崔冰
峰、被上诉人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被上诉人核
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济洛西高速JLXTJ-1标项目
经理部提供劳务者责任受害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6民终1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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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庆锋：本院受理原告代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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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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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锋：申请人代晓云于2019年12月16日向本院申请诉前财
产保全，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2019）豫9001财保264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你名下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镇大众
东路房屋一套（产权证号：房权证定城镇字第0010468号）及位
于海南省海口市澄迈县老城开发区粤海铁路海口货运站西侧
海南第一物流中心生活服务区B12幢2单元101号房屋一套
（产权证号：琼（2018）澄迈县不动产权第0028445号）予以查封。
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办理变卖、变更、
转让、过户、抵押等手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民事裁定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鑫盛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益生宜居
砂浆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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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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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营：本院受理原告董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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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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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红建：本院受理原告陈纪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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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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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传军：本院受理原告酒青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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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中心法庭（思礼镇卢仝路与滨湖街交
叉口东100米）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光举、陈素花、王礼科：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五虎建筑设备
租赁站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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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08时30分（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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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建立：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小东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再审申
请书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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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5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立案诉
讼服务大厅四楼诉调调控指挥中心质证，逾期将依法处理。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利霞（又名陈霞）：本院受理原告陈化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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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
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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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超：本院受理原告孟武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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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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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证：本院受理原告郝庆华诉你与杨风光确认合同无效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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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
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中心人民法庭（轵
城）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杰立、陶小云：本院受理王文兴（王宣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9001
民初8169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
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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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拍卖(二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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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
城区官庄镇牛庄村中心二街35号(含占用范围内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证号:911001339 号，共有权证号：
911001339-1号。居民自建房，证载用途为商业，实际用途为
住宅，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性质出让，房屋临街一层部分可用
于经营建筑结构为混合，证载四层(房屋分户图标注西侧三层、
东侧两层，分户图标注层数豫实际层数相符)，证载建筑面积
454.5㎡，房屋基底占用土地使用权面积256.82㎡，建成年份:
1998年，简装，有抵押，有共有人。评估价格1193063元，起拍
价格763560元，保证金150000元，加价幅度7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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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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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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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拍卖(二拍)活
动，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为拍卖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南阳
邓州市古城办事处新华中路南侧(邓州市林业局对面)一层的
房地产房产证号：房权证邓304027230号，建筑面积119.46平
方米，房屋设计用途：商业，权属性质：国有，总层数4层，位于
第1层，共两间，坐南朝北，建成年份2005年，有抵押，抵押给
申请人，有租赁。评估价格181.7万元，起拍价格1162880元，
保证金20万元，加价幅度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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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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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涛：本院受理原告邢红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326民初601号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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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2020年6月9日
上午8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无故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梅运慧：本院受理原告周文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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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4165号

张雪梅：本院受理原告杨尊秋诉你与杨改义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案宣判后，原告杨尊秋不服本院作出的
（2019）豫1303民初4165号民事判决书，于2020年1月7日向
本院提起上诉并提交了上诉状副本，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杨尊秋的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民、赵玉风：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新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
初1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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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荣涛、庞彦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洛宁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21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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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江涛、王涛、雷爱花：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9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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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生：本院受理的原告焦海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215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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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文杰：本院受理张泽民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328执11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财产申报表及传票，逾期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0328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书
及执行通知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雪来：本院受理的原告张红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95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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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来：本院受理的原告贺兴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94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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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雪来：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振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194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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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刘巧霞、武明立、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民初195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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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本院受理原告郑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王伟、孙雪芹、裴法有、郑州市
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65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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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崔东涛、崔秋霞、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
民初195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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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张玄都、屈银霞、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民初195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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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谢振、王媛媛、郑州市
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
民初195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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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耿伟红、邓锦杰、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
民初195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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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乔红亮、蔡红琳、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
0105民初195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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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李二猛、裴法有、郑州市正丰物
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民初19574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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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本院受理原
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理路支行诉李松江、申瑞玲、郑州
市正丰物业有限公司、魏贻春、魏萌、裴改丽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
民初195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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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上诉人 (原审原告)陈淑
云、陈莹就(2019)豫 0105 民初 28456 号、(2019)豫 0105 民初
2845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自公告期满后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秋冬：本院受理罗广军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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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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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祥文：本院受理原告袁业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422民初5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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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三份，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22民初5537号

魏泽华：本院已受理原告张时英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联系不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陈玉敏与被执行人张翔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张翔位于鹤壁市淇滨区兴鹤大
街北段路东联盟大厦东幢1803（东2单元18-19层东户）的房
屋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建敏：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卫东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民事速裁审判庭第二办公点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海、郭现朋、张国屯一行实验小学：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素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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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国红：本院受理原告周素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且地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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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芦建敏：本院受理原告李洪见诉你与梁桂芬债权转让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雪庆、肖爱芹：本院受理汤阴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31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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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明艳：本院受理原告丁孝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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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豫0526民初
10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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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顺桥：本院受理原告王景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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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豫0526民初
10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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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向生：本院受理原告陈海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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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2019）豫0526民初
10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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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我院受理的驻马店市
驿城区老街街道办事处天中社区黑泥沟西组诉河南省驻马店
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涉案
的12.12亩土地价值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等事项，并参加在选定机构后
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的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放弃，
本院将依法进行。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增：本院受理原告王君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912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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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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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平：本院受理原告许记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92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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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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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瑞娇：本院受理原告陈晓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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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海军、崔红芹：本院受理原告刘保占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9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
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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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责任编辑 平慧莹
公告查询网址：http：//gg.hnfzb.com 电话：0371-655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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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漯河市隆源明胶有限
公司管理人将于2020年4月25日10时起至2020年4
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破产清
算平台对漯河市隆源明胶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漯河市经
济开发区解放路南的漯国用（2013）002635号土地使
用权及该土地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等进行整
体拍卖（第一次）。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基本情况：
本次拍卖标的为位于漯河市经济开发区解放路南

的漯国用（2013）002635号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的房
屋建筑物、构筑物、附属物等。工业出让土地面积
34761.6㎡，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61年8月25日，有证
房屋5幢，建筑总面积为7318.2㎡，无证厂房建筑总面
积9627.28㎡。附属物地上蓄水池三处2481.6㎡，蓄水
池一处161.92㎡

二、拍卖标的保留价及竞买保证金：拍卖标的评估
价3324.61万元；拍卖保留价为2327.227万元，保证金
233万元。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有意者可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破产清算平台(http:

//susong.taobao.com/)或前往河南强人律师事务所查
阅相关材料，并于2020年4月25日之前缴纳保证金到
漯河市隆源明胶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账号：41050173
284700000599，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会展中心支行）

四、其他说明
1.拍卖物以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充分

了解拍卖标的物的相关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风险。
2.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办理，标的物交付、转

让登记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明确的或潜在的一切关联费
用（包括应由破产人承担部分）按照法律规定分别承担。

3.详情资料备查
4.本公告若有存疑之处或者未尽事宜，以公告委托

方的为准。
五、标的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4月24

日17：00止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联系电话：冯律师18639561046

王律师15039518173
法院监督电话：0395-3560226

漯河市隆源明胶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3月24日

拍 卖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