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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21756号
赵彩云：陈清军诉赵彩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豫0105民初242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被执行人均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
陈清军于2019年9月27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
案。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封赵彩云名下位于金水区福
元路157号5号楼7层704 (不动产权证号: 1201006860)房屋
一套。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执 21756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
令、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房产以清
偿债务。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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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五洲铝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中美铝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河南五洲铝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19) 豫01民初2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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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红丽：本院受理河南长基雁鸣湖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诉梁红丽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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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民初2285号

李国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朱红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105民初
22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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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拍卖公告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7月31日

10时起至2020年8月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 //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
市中原区沁河路60号院2号楼19号房屋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活动。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8月3日10

时起至2020年8月4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二七
区长江中路 106 号 6 号楼 1 单元 5 层 10 号(不动产权证号:
0801008327)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 taobao. 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
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志峰、孙青春：本院受理上诉人李登峰与被上诉人赵志
峰、原审被告孙青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6民终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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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宗福：本院受理刘国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及开庭
传票。原告刘国领请求本院判决：请求本院判决被告给付
原告借款50000元并从2015年5月10日按月息2%起利息至
款清之日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钱国友：本院受理原告杨华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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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兆江：本院受理泌阳县吉霖石材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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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逾期不能举证责任自负。本院定于2020年9月
18日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余向伟申请黄波失踪一案，于2020年3月27

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并于2020年6月28日依法
作出（2020）豫1522民特12号判决书，宣告黄波失踪。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7月20日10时

至2020年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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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信阳市羊山新区龙江路以北、丁湾路以东龙江
帝景住宅用房。本次拍卖采取单套拍卖的方式，单套起拍
价、保证金、加价幅度详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联系电话：0376-6671110（杨法官）。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家军：本院受理原告杨婷婷诉你及信阳市申城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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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良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忠兰、熊世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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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民初
8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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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大琴：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工业城德龙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1503民初3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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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顺良：本院受理原告刘桂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503民初6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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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桂龙商贸有限公司、刘金国、张利、河南贵铭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豫0411民初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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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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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耕：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 豫
0204民初770号民事裁定书、(2020) 豫0204民初770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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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汴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
楼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2020)豫 0204 民初 768 号民事裁定书、(2020) 豫 0204 民初
7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鼓楼支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0) 豫0204
民初769号民事裁定书、(2020) 豫0204民初769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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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祖彬、谭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天勤实业有限公司诉
你、朱志欣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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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庆原：本院受理韩露申请执行高庆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豫02民终3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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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恢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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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效文、秦剑平：本院受理原告马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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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 豫0204
民初2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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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 年8 月10 日10 时起至2020

年8月11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以下物品：拍卖被执行人焦作
市宏基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博爱县中山路（西段）36号
博爱县宏基中心商业广场东商业楼1单元1715、1716、1717、
1718、1719、1720号房产（详见评估报告），具体事项请登录
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邢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赵玉芬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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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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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树广、高淑平：本院受理原告刘英男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2民
初12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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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滦素平：本院受理原告魏三方诉被告滦素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于2020 年6月17日作出（2020）豫0928民初3085号民
事判决书，依法判决：一、被告滦素平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魏三方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按照本金
300000元，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息）；二、驳回原告魏三方的其他诉讼请求。现依法公告
送达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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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凤：本院受理原告郭俊花、郭敬伟诉被告张金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作出（2020）豫 0928 民初
314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被告张金凤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郭俊花、郭敬伟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
（自2020年5月13日起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
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650元，由被告张
金凤承担。现依法公告送达该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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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文豹、杨伟：本院受理原告刘楠楠诉被告柴文豹、杨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原告起诉主张被告柴文豹分两次向原告借款30万元，
均出具借据且按印，杨伟承担连带责任，被告至今未还。现
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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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8点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法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振民、濮阳市盛翔氢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忠胜与
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902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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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振民、濮阳市盛翔氢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忠胜与
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02民初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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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高强、王东胜、翟海钦、王电红、蔡永飞、王少辉：本院受理
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祖信用社诉被告张宗山、
崔高强、王东胜、翟海钦、王电红、蔡永飞、王少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豫0928
民初6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宗山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祖信用社
借款本金800000元及利息（自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4月
1日，按照本金800000元，月利率9.6‰支付利息；自2018年
4月1日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4.4‰支付利息）；
二、被告崔高强、王东胜、翟海钦、王电红、蔡永飞、王少辉对
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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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翠敏、赵孝松：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
祖信用社诉被告杨翠敏、赵孝松、王金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3 日作出（2020）豫 0928 民初 292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杨翠敏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
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祖信用社借款本金

80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6月22日至2019年6月22日，按
照借款月利率9.6‰计息，自2019年6月23日至借款清偿之
日止，按照月利率14.4‰计息，但已经支付利息108.55元应
予以扣除）；二、被告赵孝松、王金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赵孝松、王金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杨翠敏追偿。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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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光成：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祖信用
社诉被告刘光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6
月10日作出（2020）豫0928民初29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刘光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庆祖信用社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
12 月 21 日-2017 年 12 月 21 日按照月利率 9.3‰计息，2017
年12月22日至借款清偿之日止按照月利率13.95‰计息，但
是已经支付的利息21478.67元应予以扣除）。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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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豫东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李梦芹：本院受理原告濮阳
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服务中心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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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孟轲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小刚：本院受理原告赵顺先与被告吕小刚合伙协议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04民初16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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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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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妮：本院受理原告王甜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804民初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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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焦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强：本院受理王国庆诉你、王二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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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孙秀萍与被执行人钱又存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钱又存名下所有的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九江帝景小区6号楼11-12层东户的
房产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29日后
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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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王卫峰与被执行人李全志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李全志所有的位于鹤壁市淇
滨区华山路祥和小区3号楼东单元三层东户的房产进行网
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6月29日后登陆鹤壁市
淇滨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毅飞：本院受理原张文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621民初21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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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卫东、夏晓峰：本院受理原告李桂平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
1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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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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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02民初1867号

平顶山昕达非织造布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会芳诉平
顶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郭生德、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02民初186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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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2民初631号

平顶山亿佰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娄红凯诉
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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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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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306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梦晓：本院受理原告杨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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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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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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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延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国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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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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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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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天津市千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司、张恩：本
院受理原告康金岭诉你们、平顶山市钢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3443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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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天津市千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公司、张恩：本
院受理原告孙丽霞诉你们、平顶山市钢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3444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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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新建：本院受理原告吴留安与吴新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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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中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焕婷、朱丽超（又名朱利超）：本院受理上诉人冯军营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
告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1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延杰（曾用名李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邵东亮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403民初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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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小燕：本院受理原告武超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去向不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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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中心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亚松、秦会娜：本院受理原告刘来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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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堂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晓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梦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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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十一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堂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门向甫：本院受理原告王金正、门俊伟诉门向甫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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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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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洁：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0）豫0526民初23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王建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刘建士借款10万元。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
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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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辉：本院受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
公司诉你追偿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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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生、胡冈瑞：田秀花与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23执56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自送达后3日内履行，逾期仍不履行、不报告的，本院将依
法将你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高消费并强制执行。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鑫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
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诉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民初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小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小助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滑县分公司与冯旭雷及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民终2130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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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侯一军、李向军、王志伟、张晓军、张子玉、秦志锋、李杭现、
王卫平：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付立与被上诉人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社及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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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5民终8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睿迈商贸有限公司、河南青建置业有限公司、张西
英：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莲寺支行与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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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民初10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丁泽峰诉被上
诉人姜拥军、原审被告张清、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5民终154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任海红、纪俊朋、崔会军：本院受理纪保亮诉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太平庄信用社及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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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5民终2029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了7月29日10时止

至2020年7月30日10 时止，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 http://sifa. jd. com/2199，户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
开拍卖位于汝南县汝宁街道龙庭华府小区A幢301室的住
房，具体详情京东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话: 0396-2168069,监督电
话：0396-2168020。联系地址：河南省汝南县法院执行局。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春梅、驻马店市鼎晟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博宾：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诉你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新杰：本院受理原告张新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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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在本院第14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华：本院受理的你与刘亚东、付喜良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7民
终 11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兵兵：本院受理原告冯海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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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3日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