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勇：本院受理段晓慧诉宋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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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分（遇法定节假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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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汇恒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于国庆诉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河南汇恒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李艳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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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明：本院受理刘铁诉李志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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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7378号

杨进军：蒋宏涛申请执行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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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2020)豫0105执7378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决定书，责令你自公告
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做出(2018)豫0105民初4619号民事
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8273号

常永亮：胡志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9)豫
0105民初537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胡志国于2020年7
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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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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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入
失信人名单。限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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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后果由你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26816号

童磊、黄磊：张帅可申请执行童磊、黄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9)豫 0105 民初 2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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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义务，权利
人张帅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 豫0105执268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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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
将对黄磊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福元路157号3号楼16
层 1602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501255865)予以评估、拍
卖。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
报告送达、房产拍卖及后续执行款发放等执行过程中有关
事宜的通知，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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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

10时起至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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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州市金水区南阳路301号院8号楼东2单元7层东户（不动产
权证号：1101010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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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8 月 21

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金水区园田路51号
院 12 号楼 1 单元 4 层东户(不动产权证号:0901058880)的房
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ifa.jd.com/
2238，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同时公告通知案
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
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世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建纲诉被告常世平民间借贷纠纷，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08民初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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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启刚:本院受理原告李伟锋诉被告曹启刚买卖合同纠纷，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08民初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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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思帆、邓瑞芳、张春伟：本院受理原告余宸朵、徐贺英与你
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外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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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 )豫1723民初820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思帆、邓瑞芳、张春伟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余宸朵赔偿其医疗费、护理费、
营养费等各项共计5436.42元；二、被告张思帆、邓瑞芳、张
春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徐贺英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各项共计75934元。案件受理
费1834元，由被告被告张思帆、邓瑞芳、张春伟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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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云飞：本院受理原告张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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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偿还欠款64000
元及利息3644.22元；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
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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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黄河水产有限公司、耿高朝：本案已受理原告河南孟
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张红卫等人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该公司要求你们与其他被告归还借款95万元
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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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西虢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
裁决。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883民初1394号

崔雅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和孟州市兴隆带钢有限公司、孟州市全金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孟州市天利带钢有限公司、刘文兴、董玉珍、崔新
宪、刘孟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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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谷旦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883民初1390号

杜会桃：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孟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和宫红涛、赵自来、李爱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谷旦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天鹅型材有限公司诉你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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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2民初750号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2020）豫0882民初750号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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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可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培如诉你
公司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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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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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伟：本院受理原告李佳佳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882民初3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王曲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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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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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郜红旗：本院受理原告冷北方诉你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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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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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10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明哲、邱彤：本院受理原告马晨光与被告朱明哲、邱彤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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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五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志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党勇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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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豫 0203 民初
1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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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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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403民初564号

王光辉、史伟伟：本院受理原告田红建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2020)豫0403民初564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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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进友：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411民初1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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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慧、张冠英、刘海林、王平珠、靳惠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
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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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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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一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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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惠军、王平珠、张冠英、刘海林、刘慧：本院受理原告平顶
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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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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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一日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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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应诉开庭公告
单小娟、单镯：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0411民初1828号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相关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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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次日上午在本院（第5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3民1135号

刘玉清：本院受理原告王灵霞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2020)豫0403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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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402民初1243号

闫广胜、王秋丽：本院受理原告王军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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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云芳、张定福：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新华区叶宝路向召
租赁站诉你们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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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号

李瑞东：本院受理原告刘俊杰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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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号

杨霄楠：本院受理原告罗银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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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西明：本院受理原告刘真真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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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2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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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云霄：本院受理原告刘彦彬起诉被告史云霄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关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9月2日10时至2020年9月3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源
汇区泰山路房产一套及相应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号：
0101012325 号。有意竞买者请登录http://sf.taobao.com，搜
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地址：漯河市五一
路与金江路交叉口路北源汇区法院执行局。联系电话：
17639519585（燕志华）。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王用根与被执行人冯建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冯建刚所有的位于鹤壁
市淇滨区兴鹤大街香江翡翠城8号楼东2单元102号的房产
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7月28日后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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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金锋：本院受理的郑立新申请执行你与宋年法、曹爱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302执394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
日内履行本院（2019）豫0302民初6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对你名下位于洛阳市老城区状元红
路 2 号 17-1-1801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27293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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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房、拍卖余款领取
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应于公告期满七日内到
本院联系办理上述事宜，逾期不到视为你放弃相关权利，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郸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华、徐美英：本院受理原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吉林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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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之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商言凤：本院受理原告严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结。
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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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民初
14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严亮与你解除婚姻关系。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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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上
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向新华：本院受理原告谈龙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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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谈龙奎请求本院判决：请求判决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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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喻银忠：本院受理原告刘信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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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526民初810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喻银忠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刘信忠借款5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从
2014年2月15日计起至款清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送达后立即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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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喻银忠：本院受理原告夏志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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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526民初81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喻银忠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夏志丽借款200,000元及利息（按月利率2%，
从2014年2月9日计起至款清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送达后立即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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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528民初1851号

谭桂芳（公民身份号码：413021193912210022）、周 涛（公
民身份号码：413021197007300018）：本院受理原告刘伟
诉被告谭桂芳、周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刘伟请求：1.判决被
告偿还原告借款5万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2.被告承
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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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时在本院4号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立新：本院受理原告秦富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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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秦富庆请求本院判决：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归还原告借款60000元；2.赔付原告违约金5000元；3.利率按
银行利息双倍支付原告；4.被告支付林州到潢川县所有差旅
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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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秋生：本院受理原告雷建章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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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
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家具款43.3万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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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海波：本院受理原告陈新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7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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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传栋：本院受理原告胡建平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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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03民初797号

邢银松：本院受理原告张伟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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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华文、开封市金珠老黄记餐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李倩
楠、河南金琪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封大河安防科
技有限公司、郗和平：本院立案受理的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封公园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203执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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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按照(2019)豫 0203 民初
13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向申请人履行完毕，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窦丽娟、吴炎、开封市金珠老黄记餐饮服务发展有限公司、
李倩楠、河南金琪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封大河安
防科技有限公司、郗和平：本院立案受理的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封公园路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公告送达本院(2020) 豫0203执328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按照(2019)豫0203
民初14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履行向申请人履行完
毕，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强制执行。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延召：本院受理原告王树建与被告王延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23民初83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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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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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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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10

时至2020年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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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人杨晴涛名下位于许昌市莲城中央公园18号楼1单元
1401号房产。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4/06。资产处
置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春鸽：本院受理原告李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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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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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彦朋：本院受理原告郭真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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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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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洪太：本院受理原告苏颖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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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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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新灵、邵鑫、河南壹柒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雪松路支行诉你方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举证通知书、应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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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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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平：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魏道德骨科医院诉你方医疗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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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抗：本院受理原告张光辉、朱车双、刘汉国、徐国朋、赵送
博、朱成林、杨丙昌、孙增西、张赛赛、闫来宾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完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628民初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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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和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薛民仓：本院受理原告刘正海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完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628民初7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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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当事人和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麻鑫：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素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602民初37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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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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