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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红斌：李荣泉诉你公证债权文书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依法向你送达(2015)中执字第829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风险提示书、执行裁定书，
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5 日内履行郑州市惠济公证处
(2015)郑惠证执字第 13 号执行证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郑州市中原区冉屯北路13号19号
楼东1单元5层西户(不动产权证号:1001095698)、郑州市中
原区冉屯北路13号19号楼东1单元1层西北户(不动产权证
号:1001095703)的两套房屋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
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
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10日内到
本院联系有关本案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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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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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10

时起至2020年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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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州市金水区东
风路1号院17号楼3单元35号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5096号

薛健：本院已立案受理沈朝华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初41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权利人沈朝
华于2020年5月6日到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0)豫0105执5096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
决定书、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本公告送达之日起5日内向
本院报告财产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到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
案。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金风：本院受理陈玲丽诉何金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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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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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6238号

李建锋：贾书明申请执行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0)豫0105民初2452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
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权利人贾书明于2020年05月
27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6238号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责令
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逾期不
履行，则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小伟、王新田：本院受理郑州金水厦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邢小伟，王新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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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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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强：关于毋长伟诉河南强佰晟实业有限公司、郭强劳动争
议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21959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
还款义务，申请人毋长伟于2020年4月22日向本院提出执
行申请，本院同日立案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105执449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
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令你于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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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虎春雷：聂华申请执行你物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
豫0105民初297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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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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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你于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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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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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10时

至2020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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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区桃源路40
号1号楼21层2102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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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巨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鑫源建安有
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济源巨康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巨康投资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96民终15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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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帅彪：本院受理原告焦合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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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骑岭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振东：本院受理原告焦点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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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骑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卫国：本院受理原告马大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去向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
初88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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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7862号民事判决书。限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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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原告信阳市
浉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服该判决已经提起上诉，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民一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正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502民初7864号民事判决书。限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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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原告信阳市
浉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服该判决已经提起上诉，同时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民一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民终1922号

陈道兵：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飞澳停车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徐朝明、孙明事、陈道兵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审判长邰本
海 审判员徐宏、胡晓峰 书记员罗逍）。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彬：蔡青霞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2019）豫1402民初9920号民事判决书，你应于
2019年01月16日前向申请执行人清偿债务22万元及利息，
限你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如到期再不履行，将对你名下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宁
陵县城关镇西关村人民路南侧清水河花园B10幢2单元201
室房产进行评估、拍卖。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申：本院受理乔颍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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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小娜：本院受理杨广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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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居好家装饰有限公司、张战杰、张宝玉：本院受理原
告何龙刚与被告开封市居好家装饰有限公司、张战杰、张宝
玉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
0204民初2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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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公告
宜宾市恒星矿业有限公司、岳珩：本院立案执行郑州铁路华
东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分别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 豫7101执12号、( 2020)豫7101执13号执行
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涛、程凯、崔海鹏：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杞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三人与吴传霞、杞县中小企业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三人
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221民初37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被告吴传霞偿还原告借款120万元及利息，罚息;你三人
与杞县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对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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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万锁：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东桂建筑设备租赁站
诉你和河南天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知
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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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1日0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天义、林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柴志花诉你二人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882民初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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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7月20日

10时至2020年9月1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www. jd. com,户名:开封市禹
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变卖位于杞县西门大街房屋一处，现
予公告。联系人：田法官，咨询电话：0371-- 23809839。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国浩、陈俊丽：原告闫书娥诉你们代位析产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11民初795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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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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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顺：本院受理原告陈饶诉被告徐中顺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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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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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亚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及金俊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任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潮、温琴：本院受理原告曹冬冬诉被告李海潮、温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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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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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保山、刘小亭：本院受理原告姜国富诉被告王保山、刘小
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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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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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锋：本院受理原告李威与被告李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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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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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308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永涛、丁秋峰：本院受理原告逯桂红与被告郭永涛、丁秋
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请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2020）豫0403民初586号民事判决书，
预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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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阳阳：关于刘茜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作出的
（2019）豫0402民初589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于
2019年2月26日查封你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大道西段
南侧恒大名都9号楼2单元28层2802号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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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启动评估拍卖程序，评估、拍卖你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姚电
大道西段南侧恒大名都9号楼2单元28层2802号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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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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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惠琴：关于河南豫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我院作出的(2019) 豫0402民初2874号民事判决书
已发生法律效力，并于2019年11月13日查封你位于平顶山
市卫东区新华路与平安大道交叉口北侧豫基城悦山16号楼
东1单元6层602号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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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恢11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启动评估拍卖程
序，评估、拍卖你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新华路与平安大道交
叉口北侧豫基城悦山16号楼东1单元6层602号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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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
程序随机挑选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亚鹏（被告）：本院受理原告段亚菲诉你确认合同效力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原告诉请：1.确认
原、被告之间2018年4月7日签订的股东协议书不成立；2.判
决被告返还原告10万元；3.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以本金
1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年4月11日计算至实际
偿还之日。）、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明举：本院受理原告朱文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88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人民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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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广伟：本院受理原告王敬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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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六塔人民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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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忠、张丽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0928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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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青霞：本院受理原告关晓彤诉被告孟庆霞、甘永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一、被告偿还借
款本金65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16年6月2日计算至清偿之
日）；二、对被告提供的抵押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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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建中、张石山、刘爱玲：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两门信用社诉被告姚建中、张石山、刘爱玲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12万
元及利息（期内利息自2018年5月14日-2019年5月14日，按
照月利率9.6‰；以后利息按照月利率14.4‰）。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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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建中、张石山、刘爱玲：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两门信用社诉被告刘军岳、高岭华、宋同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偿还借款本金8万
元及利息（期内利息自2018年7月3日-2019年7月3日，按照
月利率9.6‰；以后利息按照月利率14.4‰）。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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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五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丽娜：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黑天鹅家电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一审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豫0928民初15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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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刘淑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一审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8民初170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徐镇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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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康文五（康文武）：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沁园众信租赁站诉你
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9001民初42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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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
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闫现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8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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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曼曼：本院受理原告武瑞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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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杰：本院受理原告武瑞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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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红光：本院受理原告刘向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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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贺红岩诉被告王建华建设工程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3324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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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涛：本院受理原告刘上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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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112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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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志明：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你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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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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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开林、李帅强、石花英：本院受理原告徐庆俊诉你们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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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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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飞：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鑫海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张红飞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502民初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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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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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鹏飞、张向利、安阳市富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
院受理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与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5民终1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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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于国：本院受理上诉人张秀平诉被上诉人刘宏霞、芦于国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5民终19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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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月一：本院受理上诉人胡恩洲诉被上诉人王改正，原审被告
刘月一、李顺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5民终18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仕轩：本院受理原告郭建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5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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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啟冰：本院受理原告高建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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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兵林：本院受理的原告安阳市荻风物资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豫0502民初3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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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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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邦备信息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智
亮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豫0502民初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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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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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苗国庆、王运霞:本院受理的原告丁茂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02民初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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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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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来来：本院受理原告周拥军与被告周来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1702民初10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
来本院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既发生法律效力。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8月2日10时至2020年8月3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登封市兴峪煤业有限公司30%股权进行首次公开拍
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
//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7月18日10时至2020年7月19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东风日产牌汽车一辆（车牌号：豫A33PS8不含车牌
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
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7月18日10时至2020年7月19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奥迪牌汽车一辆（车牌号：豫HMZ716不含车牌号）
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
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8月2日10时至2020年8月3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登封市书院河路中段西侧的房产（登房权证字
第：0201018757号）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
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8月2日10时至2020年8月3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京广南路8号京莎广场2单元16层
1612号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
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8月2日10时至2020年8月3日10时止

（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位于登封市洧河路与菜园路交叉口东北角坤田名邸5
号楼2单元3层303号的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
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7月18日10时至2020年7月19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公拍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大众牌汽车一辆（车牌号：豫A0QS20不含车牌号）
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本院将于2020年8月2日10时至
2020年8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
公拍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石化
路69号12号楼1单元6层西户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www.
gpai.net/s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