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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技5025号
刘伟：蔡宁与刘伟民问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豫
0105民初2491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权利人蔡宁于2020年4月
30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0105执5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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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依法将对你限制高消费，并将你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
由你个人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库商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陈佰启、陈溪、陈士钰、陈广
建、张新国、钤志民、吴保山、宋波、杨彬、王政、牛秀稳、李明
杰、刘朝恩：本院在执行吕晓燕申请执行河南库商汇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请执行人吕晓燕
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陈佰启、陈溪、陈士钰、陈广建、张新
国、钤志民、吴保山、宋波、李中华、徐瑞卿、杨彬、王政、牛秀
稳、李明杰、刘朝恩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0105执异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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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海斌：本院受理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执行尹海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191执428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履行
通知书、查封公告、(2019)豫0191执4288号执行裁定书:对被
执行人尹海斌名下的位于管城回族区石化路69号10号楼3
单元5层东户(不动产权证号: 1601127024)房产一套进行评
估、拍卖。现责令你们于本裁定生效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
确定的义务，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上述案
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
知，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2民初571号

陶藏：本院受理原告王岩诉你、被告王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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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向东：本院受理原告梁统玺诉被告赵向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山县
人民法院（2020）豫0423民初50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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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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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卫：本院受理原告梁统玺诉被告赵红卫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山县
人民法院（2020）豫0423民初43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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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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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旭辉：本院受理原告刘延强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以及
杜国傲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两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豫0422民初212号及（2020）豫0422民初
3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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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正：齐秀珍与平顶
山市湛河区华丰小额货欺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民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王文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平顶山市
湛河区华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不服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人民法院(2019)豫0411民初403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0)豫04民终1022
号民事判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中祥新龙煤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州中矿
恒扬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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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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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
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庙下人民法庭
103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向东：本院受理原告郑葵元、郑光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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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红旗：本院受理原告高现武诉被告高红旗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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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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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钟楼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军锋：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祥圣达煤业有限公司诉
你和刘现军、刘军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 豫 0482 民初 869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钟楼人民法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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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栓柱（公民身份号码410481197010150079）：本院受理
原告马志强诉赵栓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你作为被告，因长
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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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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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8
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施添琦（公民身份号码33038219900306093X）：本院受理
原告胡俊凯诉施添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你作为被告，因长
期在外，具体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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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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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3
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森达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皓瑞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豫0423民初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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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许小勇：本院受理原告魏振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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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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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骑岭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亚锦：本院受理原告马兵兵诉吴亚锦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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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秋红：关于平顶山市帮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
恩玉商贸有限公司、陶秋红、陶长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
院作出的(2015) 新民初宇第248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并于2020年5月6日查封被执行人陶秋红名下所有的
经二路南段路东建业森林半岛16号楼东1单元4-5层西户
(不动产证书号:新城12000635)的房产。因被执行人至今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利益，现本
院作出(2020)豫0402执105号执行裁定书，启动评估拍卖程
序，评估、拍卖查封你所有的经二路南段路东建业森林半岛16
号楼东1单元4-5层西户(不动产证书号:新城12000635) 的房
产，因你去向不明，限你在公告发出之日起70日内到我院挑选
评估机构，如逾期未到，视为自愿放弃自身的权力，我院将依
程序随机挑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陶长辉:关于平顶山市帮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恩
玉商贸有限公司、陶秋红、陶长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
作出的(2015) 新民初字第248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并于2017年4月13日查封被执行人陶长辉名下所有的
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157号16号楼3层302(不动产证书号:
1401084389)的房产。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利益，现本院作出(2020)豫
0402执105号执行裁定书，启动评估拍卖程序，评估、拍卖查
封你所有的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157号16号楼3层302 (不
动产证书号: 1401084389)的房产，因你去向不明，限你在公
告发出之日起70日内到我院挑选评估机构，如逾期未到，视
为自愿放弃自身的权力，我院将依程序随机挑选有资质的
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葱葱、秦巧雨:本院受理原告范移姣诉被告秦葱葱、秦巧雨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立即归
还借款本金80000元整，依约定月息2%，支付自2018年7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利息暂计 35200 元，以上共计
115200元(并自2020年5月1日起以8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
月息2%支付利息至该款本息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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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4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民终920号

周义喜：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河南省鼎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谭朝远、原审被告水拴厚、周义喜、原审第
三人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吕家崖村村民委员会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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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申请执行许昌明珠建设有限公司、许昌天戈硅业科技
有限公司、河南晶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襄城县亿合实业有
限公司、孙占喜、崔素亚、孙明亮、刘向前、马斐等一案中，对
被执行襄城县亿合实业有限公司位于许昌市襄城县首山大
道 北 段 路 东 城 北 产 业 集 聚 区 不 动 产（不 动 产 证 号 ：
20180002828）及地上附属物已完成评估。现委托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拍卖，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襄城县
亿合实业有限公司位于许昌市襄城县首山大道北段路东城
北产业集聚区不动产（不动产证号：20180002828）及地上附
属物。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襄城县亿合实业有限公司。
拍卖机构：淘宝网（网址：https://www.taobao.com/）。联系
人：霍法官。联系电话：0374—2929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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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日前5
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优先购买权人未提交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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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木灿:本院受理原告刘桂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7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
村张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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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燕建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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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庆松：本院受理原告任培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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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在本院长村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素梅：本院受理孙亚辉申请执行郭素梅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9) 豫0203民初60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203执259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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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牟宗林：本院受理原告穆存诉被告牟宗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204民初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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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四合：本院受理王汴军申请执行你、陈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8) 豫0203民初25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分别送达本院(2020)豫0203
执13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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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戚潇潇：本院受理王汴军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8) 豫0203民初17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0)豫0203执141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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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钧文：本院受理刘强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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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朝阳：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
自贸试验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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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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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张家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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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459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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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梁：本院根据（2017）豫0811民初2330号民事判决书受
理了晁瑞阳与张金梁、曹喜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11执2216号查封裁
定书之一、(2017)豫0811执2216号之二评估拍卖裁定书、选
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
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
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
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
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兆丰置业有限公司：我院受理的原告姚有宝诉你等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邮寄未能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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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 1503 民初 493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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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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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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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本院审理的原告何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邮寄起诉
状、传票等诉讼材料无法送达，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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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503民初
2283号案件的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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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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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同创金属物资有限公司、汤永群：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
汇创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3民初8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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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口唐隆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审原告周口市康城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原审被告周口唐隆实业有限公司、原审
第三人王华良、周口市元坤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海宏实业有
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判决如下：一、撤销
扶沟县人民法院（2016）豫1621民初2764号民事判决。二、
驳回原审原告周口市康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1621民再1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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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国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河南省东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于2020年4月26日受理的原告许新强与被告陈永
志、河南国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河南省东誉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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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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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召、平顶山永千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常学勇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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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金召、张国强、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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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爱党、何林清、张国强、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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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帅军、张国强、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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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军：本院受理原告谢万中与被告张海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82民初2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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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王彬羽与李双玲、柴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诉讼中，申请人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2019）
豫1082民初397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对被执行人柴小明名
下所有的位于长葛市长兴路丽园名城雅苑 10 号楼 2 单元
0201001 号（证号：201803228）房产予以查封。因被执行人
未履行长葛市人民法院（2019）豫1082民初3977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提出申请，本院依法对保全被执行人
柴小明名下位于长葛市长兴路丽园名城雅苑10号楼2单元
0201001号（证号：201803228）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

标的物：位于河南省长葛市长兴路丽园名城雅苑10号楼2
单元0201001号（证号：201803228）。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
为：柴小明。该房产的现已评估完毕。评估价为149.65万
元。经合议庭合议，起拍价为134.685万元作为保留价进行
司法拍卖，保证金为15万元，每次增价幅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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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敦守旺：本院受理原告何伟兵与被告敦守旺、安盛天平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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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 0502 民初
6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安阳市文峰区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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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文燕：本院受理谷令毫诉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祥支行、刘显辉、范会军（曾用名范慧军）及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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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红恩：本院受理刘现民诉张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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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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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行荐：本院受理刘现刚诉内黄县爱家房屋中介门市及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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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朝铭：本院受理董正武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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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章根：本院受理原告王忠社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权利义
务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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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文岳：本院受理谢祥峰、董军锋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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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瑞震：本院受理卜军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7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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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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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瑞震、张红利：本院受理卜军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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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强：本院受理原告王翠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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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庆
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胜举、韩国勤、赵红亮：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两门信用社诉张胜举、韩国勤、赵红亮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0）豫0928民初332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 10 时至

2020年7月24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公
开拍卖信阳华隆矿产品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信阳工业城城
东办事处刘洼、袁寨村、地块编号为 2013-1101、宗地面积
49412.90 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编号为豫
（信）出让（2013）第512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宗和公
司办公楼一栋(12间 X5层)、宿舍楼一栋(13间 X6层)、公司
科研楼一栋（3层）、标准厂房及仓库六栋等面积共31869.21
平方米的地上建筑物。联系人：陈法官、叶法官；联系电话：
0376-6671103、667110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本昆、向海燕、席赛、陈新林：本院受理原告董锋与被告席
本昆、向海燕、席赛、第三人陈新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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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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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洪志、姚继华：本院受理原告韦文中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526民
初34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樊洪志、姚继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偿还原告韦文中（曾用名：韦文忠）货
款15000元及利息（从2020年2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至款清之日止）；驳回原告韦文中（曾
用名：韦文忠）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谈店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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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征：本院受理原告庄景德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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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征：本院受理原告彭清杨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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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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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