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明泰商贸有限公司、李卫国：本院在执行河南省紫龙
包装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河南省明泰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河南省紫龙包装有限公司向本
院提交书面追加李卫国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执异 421号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起
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飞、陈小辉、姬武军、鲍继光、周广娟、张旭东、李帅阳、邢
身强、杨四法、董令学：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
郑州分中心申请执行你们银行卡纠纷十案，本院作出的
（2018）豫 0105 民初 29732 号、（2018）豫 0105 民初 28232 号、
（2018）豫 0105 民初 28255 号、（2018）豫 0105 民初 28021 号、
（2019）豫 0105 民初 7140 号、（2018）豫 0105 民初 28023 号、
（2018）豫 0105 民初 28026 号、（2018）豫 0105 民初 28016 号、
（2018）豫 0105民初 28234号、(2018）豫 0105民初 28014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105 执 1254、1252、
1273、1250、1278、1286、1288、1279、1248、1256 号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
令你于本公期满后三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申请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胜利、郝文涛、刘乐义：本院受理郑州市融银贸易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中豫兴达国际陆桥建设有限公司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9）豫0104执恢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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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地点在管城法院
执行局。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听证。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孙兴家申请执行河南智达置业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智达公司名
下位于长葛市溢水路智达幸福港湾 3号楼临街商铺由北向
南第1间、第2间，房号0001002、0001003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第 1间房产以评估
价 1067000 元降价百分之十既 960300 进行拍卖，保证金 10
万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 5000 元。第 2 间房产以评估价
1635600元降价百分之十既 1472040进行拍卖，保证金 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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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拍卖物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
关拍卖信息。

鄢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将于 2020年 5月 4日 10时起至 2020年 7月 2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变卖
活动。现将本案拍卖有关事宜通知如下：变卖标的：河南省
许昌市鄢陵县安陵镇豫中国际商贸城 19 号楼 1 层 127 号、
129号(不动产权证号：20190000728)商业房地产。竞买人条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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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为：321888 元。变卖预缴款：321888 元。
保证金：50000 元。联系人：苏法官。联系电话：0374—
7263056。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s:
//sf.tao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永辉、常永刚：本院受理原告刘鹏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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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B2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王耀华与许来勋、李俊保、长葛市四通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长葛
市四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第一车间、第二车间进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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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工业区长葛市四
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第一车间、第二车间。该标的物的所
有权人为：长葛市四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该房产的现已
评估完毕。评估价为 1383800 元，总面积为 2212.41 平方
米。起拍价为1107040元作为保留价进行司法拍卖，每次加
价幅度为5000元，保证金为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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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
解有关拍卖信息。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益珩：本院受理原告白超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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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民初 694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行政审
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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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振森木业机械有限公司、唐天民：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杨
晓洁与原审被告杨建周、辛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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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民再2号民
事裁定书、（2019）豫 1082民再 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原
审被告杨建周对本院（2019）豫 1082民再 2号民事判决不服
提起上诉】，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
审判庭领取裁定书、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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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沈孝叶、陶保全、李会波：本院受理的原告武艳丽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1、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本金170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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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搏：本院受理李春生诉刘晓搏、许昌市豫房地产中介有
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孔晓兰与连继甫、连子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当事人双方对被执行人连子淏名下的位于长葛市特

殊地籍子区机场长葛建业·春天里 11 号楼 13 层（户号：
0113003）房产一套及车库进行协商议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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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长葛市特殊地籍子区机场长葛建业·春天里11号楼13层
（户号：0113003）房产一套及车库。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为：
连子淏。该房产及车库双方当事人协商议价为 100 万元。
经合议并征询当事人同意以100万元为起拍价、该房产的保
证金10万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为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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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俊宝：本院受理的再审申请人吴建勋与被申请人史培杰
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豫1082民再7号民
事判决书并送达再审申请人、被申请人，再审申请人吴建勋
于2020年4月9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萱睿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宏康
商贸有限公司诉你及河南萱睿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长葛
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起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长葛市人民法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5月22日10时起至

2020年5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拍卖标的：许昌市东城区八龙路以东天宝路以南
学府名苑7幢东起二单元14层西北户住宅房地产。竞买人
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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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拍价：749169元。保证金：100000元。联系
人：王法官。联系电话：0374—7263051。详情请关注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https://www.rmfysszc.gov.cn/）

襄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025破申1号

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立案受理许昌启光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0年 4 月 15日指定河南首
山律师事务所为许昌启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许昌启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6 月 4
日前，向许昌启光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
河南省襄城县八七路与紫云大道交叉口东20米路北河南首
山律师事务所三楼；邮政编码：461700；联系人：蒋克军，联
系电话：13183032915、0374-3869996；联系人：郎晓笛，联系
电话：13721871933）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许昌启光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是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许昌启光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襄城县人民法院第 1 号审判庭
（地址：襄城县八七路 120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根海：本院受理原告长葛市世纪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根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1082民初7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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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附：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刘根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长葛市世纪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88080元及利息（以1088080元为基数，自2013年6月16日
起按月利率 2%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15492
元，由被告刘根海负担。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原天壕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长葛市新世纪机电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长葛市新世纪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天
壕节能机电公司的25%的股权已进行评估。经申请人申请，
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拍卖标的：被执行人长葛市新世纪机电有限公司持有的天
壕节能机电公司的25%的股权。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长葛
市新世纪机电有限公司。拍卖机构：淘宝网。联系人：古法
官。联系电话：0374—2929157。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起
拍价、拍卖时间等有关事宜的，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优先购买权人经通知未于拍卖日期前提交相关书面手
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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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10

时至 2020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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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执行人王艳慧名下位于许昌市东城区智慧大道东侧名门
尚居 9 幢东起 1 单元 6 层东户房产。网址:http://sf.taobao.
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第三人河南正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创格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任寿亭、第三人河南盛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号：2020 豫 1081 民初 365
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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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7月7日下午3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强盛棉短绒有限公司、郑战营、王凤菊：本院受理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申请执行鄢陵
县强盛棉短绒有限公司、郑火营、王俊香、郑东辉、李晶晶、
郑文辉、郑战营、王凤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
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10执 33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周志恒、刘得民、常玉平：本院关于常红霞申请执行周志恒、
刘得民、常玉平、赵利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恢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华达篷布有限公司、长葛市通达纺织有限公司、长葛
市远大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葛市
支行申请执行长葛市华达篷布有限公司、长葛市通达纺织
有限公司、长葛市远大纺织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0执 220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现军：本院受理原告孙翠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03民初 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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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武双权：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慧超与被上诉人武双权、燕赵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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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4 民终
1096号案件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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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瞿生寿：本院受理原告边晓诉你、郭利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19）豫 0402民初 3830号】及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9）
豫 0402民初 213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402民初 3830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2019）豫
0402 民初 2130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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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徐聚合与你及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2
民初2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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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原告刘真真与你及河南恒基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2
民初2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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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金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中博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鼎辉实业有限公司、段俊岗、毛小军、毛
恩、朱二卯、祁国顶、陈立勇、徐明、张赟、李建侦、陆丙华、田
大卫：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 0403 民初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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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舞钢统源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大成食业有限公司、舞钢市景
源农贸有限公司、李广丽、李胜利、李献丽、李崇尧、杨海民：
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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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杰利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华第一洗煤厂、梁
溯贤、赵中伟、张松林：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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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夏启经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徐海龙、魏伊丽、张艳辉、郭怀珍、郭松坡：本院受理
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
初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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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杰利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华第一洗煤厂、梁
溯贤、赵中伟、张松林：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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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荣森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金顺达建筑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麻红梅、王俊朋、李梓豪、吴雷、甄冰冰：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
初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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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荣森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金顺达建筑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麻红梅、王俊朋、李梓豪、吴雷、甄冰冰：本院受
理原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403
民初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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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荣森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远海水电安装有限
公司、李梓豪、麻红梅、王俊朋、吴雷、甄冰冰：本院受理原告
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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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11执164号

曹恒利、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申请执行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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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411执164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执行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豫0411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时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11执164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
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
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或者
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11执129号

李军委、徐金萍、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申
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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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2020）豫0411执129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自执行通知
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8）豫0411民初288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时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11执129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
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三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
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或者
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南南：本院受理原告殷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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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三
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华长、江丽萍、新野沃新油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为（2020）豫 1302民初 662号，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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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起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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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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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永辉：本院受理洛阳石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执行（2019）济仲裁字第 37 号裁决书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财保 141 号民事裁定
书（查封刘永辉所有的位于济源市坡头镇大河名苑 11 栋
楼 1 单元 1601 号的房产）、（2020）豫 96 执 4 号评估拍卖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责令你自公
告期满后第 3 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09:00 到本院
司法鉴定技术处选取评估机构，评估机构确定后的第 3 个
工作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 时进行现场勘验，逾期未
到，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依法对已经保全的房地产进行
评估拍卖。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 2020 年 05 月 21 日 10 时至 2020 年 05 月 22 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人民路东段渔夫子路东侧易居时
代1号楼1单元311 房屋【不动产权证号：豫（2018）新郑市不
动产权第 0010526 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
址 ：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484号之一

杨保伟：本院受理原告韩洁与被告杨保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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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审
判庭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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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2020年 7月 13日）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乡市木森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孔小林：本院受理原告张栓
群诉被告新乡市木森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孔小林提供劳务
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702民初183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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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碗碗：本院受理原小万诉你、王占芹、史林飞共有纠纷一
案，因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830号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
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个工作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8时30分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辛亚东、河南华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省
捷坤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诉李建彬和你们委托合同纠纷
案，因无法直接送达应诉手续，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手
续。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卫东：本院受理原告赵生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举证及应诉通知书、诉讼当事人须
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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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万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亚利：本院受理原告周中宝诉你、袁小红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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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当事人须知、简转普裁定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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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5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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