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6664号

郑金勇：丁强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20)豫0105民初3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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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丁强于2020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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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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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105执5386、5387、5392、5397号

徐桂亮、徐世成、张军伟、焦玉茂、王玉字、张庭恺、白利娜、
郑州邦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二七路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
（2019）豫 0105 民初 22353、22351、22344、22341 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
款义务，权利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路支
行于2020年5月12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同日立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5386、5387、5392、5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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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
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依法将对你们限制高消费，并列入失信人名单。限你们于本
公告期满之日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执行过程的有
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不影案件的正常进
行。由此产生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后果有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怀玉、吴荻：本院受理宋忠岭诉吴荻、徐怀玉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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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玉科：本院受理的原告贾建新与被告魏玉科及第三人郑
州美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9)豫0105民
初34843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判决书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朝臣、周珍平：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中原支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耿朝臣、周珍平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豫0103民初2072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103 执 4600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卡、执行裁定书、（2019）豫
0103执4600之一号拍卖裁定书和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你
们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若你们逾期未自动履行义务，本院定于逾期之日起十
日内到本院108室选取评估机构，本院决定对耿朝臣名下位
于管城回族区紫金山路139号院18号楼3单元31号（不动产
权证号：1601154420）房产进行委托评估，逾期不到则视为放
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和对评估结果放弃异议的权利，评
估报告我院不在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玥：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中原支行申请执行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豫0103民初13797号民事
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豫0103执460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廉政监督
卡、执行裁定书、（2019）豫0103执4603之一号拍卖裁定书和
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你们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若你逾期未自动履行义务，本
院定于逾期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108室选取评估机构，本院
决定对你名下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177号院4号楼4单元39
号【豫（2017）郑州市不动产权第0025950号】房产进行委托
评估，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和对评估
结果放弃异议的权利，评估报告我院不在另行公告，并对上
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卫东：本院受理孙顺保申请追加黄卫东为被执行人一案,
案件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0)豫0104执异
39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
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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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刘焕菊申请执行王海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王海水名下房产进行评
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该房产。拍卖标的
物:中牟县陇海路北侧、人民路东侧中牟县廉租房、经济适用
房小区2#楼102铺(房屋所有权证:1201117755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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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五日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
人届时未向本院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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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底价、拍卖
标的物状况、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
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联系人:张
丙江、联系电话: 17803833129。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鲁书彬申请执行马学武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马学武之女马琢雅名下房产进
行评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该房产。拍卖
标的物:中牟县城西区滨河路南、清阳街东C3号楼1层101
铺(房屋所有权证号: ZM12001140155)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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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
卖日之前五日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
本院申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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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
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
有关事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联系人：张丙江、联系电
话: 17803833129。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03民初819号

王玉英：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和杨新平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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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恩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伟、刘新义：本院受理上
诉人张振灵与被上诉人张哲、孙燕、陈东亮、郑州中宇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及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16民终1266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骆慧敏：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倪桂花与被上诉人王效峰、原审
第三人骆慧敏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本院依法作出
（2020）豫 16 民终 1346 号民事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6民终13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倪桂花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军：本院受理上诉人西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上
诉人何大棚、刘红军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16民终221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世华：本院受理原告王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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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太杰：本院受理刘小四、李瑞峰、王合顺申请执行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 豫0203民初1295号民事
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203执42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等法
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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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吉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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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 号民事裁定书、(2020) 豫 0204 民初
7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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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洛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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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 号民事裁定书、(2020) 豫 0204 民初
7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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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卫东：本院受理原告周荣、杨念峰与被告李卫东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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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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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在淮阳县人民法
院巡回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维常：本院受理耿德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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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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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娄勇胜：本院受理娄书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122民初20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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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漯河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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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宇：本院受理原告杨帆诉被告李航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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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8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0年8月16日10时至2020年8月17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5/11）对位于叶县
光明路建行家属院楼东单元三层西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叶房私字第03916号的房产及室内随房物品一起进行公开
拍卖，起拍价：17.24 万元，增价幅度：1000 元，保证金：3 万
元。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8月13日止接受咨询（工作时
间），有意者请提前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看样。详细情况请
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咨
询电话：16637581195（曹法官），监督电话：0375-2863805
（刘法官），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2民初2065号

高士伟：本院受理原告宋国峰诉你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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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402民初1511号

张鑫：本院受理原告郑铭洋诉你、第三人捷信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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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402民初1930号

张亚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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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梦鹤：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高新区大拇指幼儿园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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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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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311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会：本院受理原告刘乾坤诉被告王小会、被告尚龙起、
被告陈军垒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0425民初359号民事判决书及刘乾坤的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刘乾
坤的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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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星星：本院受理原告刘伟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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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顺庭：本院受理原告刘书利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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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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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朝阳：本院受理原告王国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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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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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商水县环通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王青香等五人
诉你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2019）豫0425民初2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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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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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英杰、刘彩平：本院受理原告曹国正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因你们无法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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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冢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佳佳：本院受理原告赵盼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23民初13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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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增产：本院受理原告湛河区富煌建筑租赁部诉你和河南
山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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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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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厚基混
凝土有限公司诉你及平顶山市荣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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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春义：本院受理原告李存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2020)豫
0423民初2435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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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时在本院
张良法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磊：本院受理原告曾维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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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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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倨停：关于李刚、李水锋申请执行邢倨停借款合同纠纷执
行二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402民初2212、2213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生效。但被执行人邢倨停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已依法立案执行。已依法送达
(2017)豫0402执707、70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
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等法律文书。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
被执行人邢倨停名下位于平顶山市中兴路湛河桥北西侧湛
北路中段田园城市花园北楼13层东北户房产一套及平顶山
市西苑路南皓龙公司家属院1号楼3单元1层西户房产一套用
于清偿该案债务，现通知邢倨停在2020年8月3日来我院选定
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否则本院将依法随机
选择评估机构，另责令邢倨停及房屋实际居住者在60日内腾
空上述房产内个人物品，否则我院将依法强制腾空。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海保、王艳梅：关于曾照顶申请执行郭海保、王艳梅民间
借贷纠纷执行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豫0402民初248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生效。但被执行人郭海保、王艳梅至今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已依法立案执
行。已依法送达(2017)豫0402执157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等法律文书。本院将依
法拍卖、变卖被执行人郭海保、王艳梅名下位于平顶山市新
城区碧波路以南，福泉路以西华诚蓝湾新城17号楼东2单
元12层1205号房屋一套用于清偿该案债务，现通知郭海保、
王艳梅在2020年8月3日来我院选定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
的价值进行评估，否则本院将依法随机选择评估机构，另责
令郭海保王艳梅及房屋实际居住者在60日内腾空上述房产
内个人物品，否则我院将依法强制腾空。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敬军：关于赵小伟申请执行黄敬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执行一案，中院作出的（2017）豫04民终3330号民事判
决书已经生效。但被执行人黄敬军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本院已依法立案执行。已依法送达
（2018）豫0402执31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决定
书、限制高消费令等法律文书。本院将依法拍卖、变卖被执
行人黄敬军名下位于平顶山市郏县龙山大道东段北侧二层
房屋一套用于清偿该案债务，现通知黄敬军在2020年8月3
日来我院选定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否则
本院将依法随机选择评估机构，另责令黄敬军及房屋实际
居住者在60日内腾空上述房产内个人物品，否则我院将依
法强制腾空。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4805号

王新平：本院受理申卫诉叶林琴、郑州宏基伟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你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训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均国诉被告刘庆林、你、被告淮安
市佳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被告
淮安市佳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02民初759号被告淮安市佳业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上诉状副本。本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全军：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正大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被
告赵全军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豫0506民初2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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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平：本院受理原告何品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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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35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海富：本院受理安阳佳田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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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526民
初15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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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新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四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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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超峰、沈艳彬、孙保星:本院受理原告张振宇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8月16日10时至2020 年0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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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仓城路西段南
侧浅水湾 2 号楼 1 单元 9 层 904 房产（新郑房权证字第：
120100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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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Lis
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8月13日10时至2020 年0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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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镇双湖大道南侧21世纪国际
城 D 区 5 号 楼 1 单 元 6 层 601 房 产（ 产 权 证 号 ：
2019-0061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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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Lis
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8月13日10时至2020 年0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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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新建办仿古街故里小区1
号楼2单元201号房产（产权证号：0201004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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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8月16日10时至2020 年0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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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航海中路30号2号楼东2
单元24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06010422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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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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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郑东辉、郑文辉、郑会娟（郑文彬）、王俊香等案中，对
被执行人名下房产已完成询价，本院将于近期依法对上述
财产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现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
卖，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许昌市东城区学院
路与建安大道交叉口北1幢1至3层南起第6间、1至2层南
起第7、8、9间房产（许房权证市字第10023471号）；1幢1至2
层南起第1、2、3间，1至3层南起第4间房产（许房权证市字
第10023472号）；1幢1至3层南起第5间房产（许房权证市
字第10023473号、10023474号）；2幢1至3层南起第1间房
产（许房权证市字第10023475号）；2幢1至2层南起第2、3、
4、5间房产（许房权证市字第10023476号）。鄢陵县翠柳路
西侧翠微路北侧莱茵河畔21号楼C008号商铺东1、2、3号房
产（鄢陵县房权证城区字第0000010727号、0000010728号、
0000010729号）。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郑火营、郑东辉、
郑文辉、郑会娟（郑文彬）、王俊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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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丙亮：本院受理原告卢国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003民初43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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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左传国：本院受理原告廖怀宽、廖瑞玲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922
民初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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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郝鹏：本院受理陈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志彬：上诉人乔彦臣就(2020)豫0928民初1089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
主要请求为：依法撤销濮阳县人民法院(2020)豫 0928 民初
10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景旺：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平、汪开龙诉被告陕西华油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昶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原告张国平、汪开龙追加你为被告参加庭
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追加被告申请书、起诉书副本、参
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备注：孟景
旺户籍地址为郑州市金水区纬一路3号院10号楼8号，身份
证号：411022196302181875。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贵林、李珊珊、王钰、袁璐、岳雷峰：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柳屯信用社诉被告岳贵林、李珊珊、王钰、袁璐、岳
雷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们告送达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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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500元及利息（借期内按照月
息9.6‰，逾期按照月息14.4‰计息）。自本公告之日起，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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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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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成志：本院受理原告张崇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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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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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文峰房屋建设开发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国
顺、赵先荣申请执行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豫0502执1271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
行(2016)豫0502民初231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不履行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文峰区相东租赁站申请执行
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
1309号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 豫0502民
初114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强
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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