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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9月25日10时至2020年9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人民路东段南
侧六合锦园11号楼2单元202室，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
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杨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596。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亿商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义弘建筑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平顶山亿商实业有限公司、李运
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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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晨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世伟与被告曹晨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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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1
民初71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的要点：曹晨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李世伟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利
息2800元，并自2019年4月27日起以50000元未偿还部分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利息至借款全部偿还完
毕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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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全胜：本院受理原告杜明英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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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迎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崔迎宾：本院受理原告
庞琴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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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第310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素梅、开封市祥符区城关镇冬梅香辣鱼庄：本院受理的
孙长林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正常方
式向你们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203 执 55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
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顺兴：本院受理的过占利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正常方式向你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0203执50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
行裁定书、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爱芹：本院受理原告郝永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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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平安：本院受理原告郭军军诉被告谢荣、王平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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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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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创只：本院受理原告董文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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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姬家山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显峰：本院受理原告余美应、杨德华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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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明权：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民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902民初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孟轲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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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利粉：本院受理原告安计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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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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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青邦：本院受理原告齐利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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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0)豫0928民初
15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史青邦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齐利军借款本金及利息101000
元；二、驳回原告齐利军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500元，由被告史青邦承担2320元，原告齐利军承担18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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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阳：本院受理原告朱世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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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原告起诉主张
被告向原告于2011年4月26日借伍万元,2011年6月19日
借叁万元，均出具借据按印，被告借款后，经原告多次催
要，被告至今未还。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捌万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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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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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民：本院受理原告赵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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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民事裁定书。原
告起诉主张被告于2015年、2016年分多次从原告处取走芝
麻糖、瓜子糖、共计9604.8元，花生糖计4400元，借款2000
元，由被告书写的取货单和欠条为证。经原告多次催要，
被告至今未还。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货款160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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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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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翠玲：本院受理原告张华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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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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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记勇：本院受理原告潘现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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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正春：本院受理原告郑国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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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齐自亮：本院受理原告高培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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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白道口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前方、孟少峰：本院受理原告杨改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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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冀太平、田平花：本院受理原告宋好信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1567号
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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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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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锦绣：本院受理上诉人安阳市新时光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与被上诉人高玉珊、范锦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民终2475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安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爱生：本院受理上诉人郝玉红与被上诉人刘文翠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民终2752号案
件的民事判决书。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缑新喜、赵秋根：本院受理原告李芳河诉你们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杰卫：本院受理原告王雯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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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81 民初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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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程红庆、刘俊红：本院受理原告李海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581民初1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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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1、新安县基督教协会

2、新安县老年人体育协会

3、新安县门球协会

4、新安县蜗牛产业协会

5、新安县摄影家协会

6、新安县房地产开发协会

7、新安县黄河文化研究会

8、新安县餐饮行业协会

9、新安县太极拳协会

10、新安县戏曲协会

11、新安县健身气功协会

12、新安县新青年协会

13、新安县装备制造业协会

14、新安县爱心公益协会

新安民政局年检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现将2019年度年检合格的
社会团体予以公告:

1、新安县晨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2、新安县幼教中心
3、新安县双语实验学校
4、新安县洛新中心幼儿园
5、新安县产业集聚区蕨山好孩子
幼儿园
6、新安县洛新区新河幼儿园
7、新安县洛新区寒鸦中心幼儿园
8、新安县阳光幼教幼儿园
9、新安县洛新区快乐宝贝双语幼
儿园

10、新安县绿苑社区幼儿园
11、新安县李村镇小精灵幼儿园
12、新安县黛眉幼儿园
13、新安县铁门镇陈村英才幼儿
园
14、新安县洛新区成长1+1幼教
中心
15、新安县仓头镇中心幼儿园
16、新安县克昌爱心艺术幼儿园
17、新安县石井镇中心幼儿园
18、新安县新城艺术幼儿园西区

园
19、新安县石寺镇哆来咪幼儿园
20、新安县石寺镇艺术幼儿园
21、新安县铁门镇中心幼儿园
22、新安县正村镇中心幼儿园
23、新安县城关镇爱迪蓝天实验
幼儿园
24、新安县幼教中心育新分园
25、新安产业区高平卓越幼儿园
26、新安县石寺镇中心幼儿园
27、新安县西苑社区幼儿园

28、新安县新城双语幼儿园
29、新安县蓓蕾幼儿园
30、新安县西关社区幼儿园
31、新安县新城童话艺术幼儿园
32、新安县慧童幼儿园
33、新安县东关社区幼儿园
34、新安县西雅图双语幼儿园
35、新安县哈津幼教中心
36、新安县石井镇幼儿园
37、新安县石寺镇艺文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

38、新安县磁涧镇小博士幼儿园
39、新安县童心艺术幼儿园
40、新安县未来星双语幼儿园
41、新安县第二幼教中心
42、新安县睿智幼教嶡山社区分
园
43、新安县德恩老年公寓
44、新安县敬和书院
45、新安县黛眉之家幼儿园
46、新安县爱迪蓝天蒙特梭利幼
儿园

47、新安县西雅图双语幼儿园亚
威分园
48、新安县滨湖新城幼儿园
49、新安县新恩养老院
50、新安县西苑实验幼儿园
51、新安县新博幼儿园
52、新安县洛新区何庄社区幼儿
园
53、新安县蓝鹰救援队
54、新安县红星志愿服务队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现将2019年度年检合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予以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现将成立登记
社会团体序号、名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发证机关、法人、
地址、注册资金、业务主管、单位、业务范围、时间公告分别
如下：1、中牟县钓鱼协会、51410122MJY51474XC、中牟
县民政局、洪小兴、中牟县北环路贾鲁河西50米路北、3万
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2020.8.17；

变更公告:2、中牟县内部审计协会5141012256249
5519N、中牟县民政局、（刘笑芹）变更为李祥、中牟县综合
楼6楼、3万元、中牟县审计局、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
质和胜任岗位技能，总结交流内部审计工作经验、
2020.05.22；

注销公告:3、中牟县药学会、51410122770886434R、
中牟县民政局、张海峰、中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院内、
3万元、中牟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药学技术交流，
教育培训，推广药学技术知识、2020.5.18；4、中牟县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5141012206646705XK、中牟县民
政局、朱长河、中牟县东风路东段、3万元、中牟县供销合
作社、行业服务，行业代表，行业管理，行业协调，行业自
律、2020.7.20；5、中牟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
514101226780553637、中牟县民政局、刘铁森、中牟县
东风路东段、3万元、中牟县供销社、业务交流．信息咨
询．科技推广．人员培训．协调服务、2020.7.20；6、中
牟县农民经纪人协会、51410122785071297E、中牟县
民政局、张伟民、中牟县东风路东段路南日杂公司院内、
3万元、中牟县供销合作社、开展业务交流，提供信息服
务、组织技术培训。维护会员权益、争取政策扶持、
2020.7.20。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现
将成立登记社会团体序号、名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发证
机关、法人、地址、注册资金、业务主管、单位、业务范围、时
间 分 别 如 下 ：7、中 牟 县 天 骋 社 工 服 务 中 心 、
52410122MJY4262645、中牟县民政局、赵卓、中牟县建
设路西侧东风路北侧永华商务小区1号楼、3万元、中牟县
教育体育局、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及组织公益活动，开展社
工、培训、志愿者、托老服务。2020.01.22；8、中牟县童状
元幼儿园、52410122MJY436251J、中牟县民政局、张利
贞、中牟县滨河路与顺发路交叉口北200米、3万元、中牟
县教育体育局、３－６岁适龄儿童学前教育、2020.04.01；
9、中牟县童盺幼儿园、52410122MJY436307M、中牟县
民政局、张利贞、中牟县广惠街刘申庄村西广场、3万元、
中牟县教育体育局、３－６岁适龄儿童学前教育、
2020.04.01；10、中 牟 县 万 滩 镇 李 相 庄 幼 儿 园 、
52410122MJY436278A、中牟县民政局、魏蕊、中牟县万
滩镇李相庄村、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学前教育、
2020.04.01；11、中牟县中艺启迪古筝培训中心、
52410122MJY439276R、中牟县民政局、刘金玲、中牟县
建设路中段农校临街房1602、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
乐器培训、2020.04.10；12、中牟县学府名邸幼儿园、
52410122MJY439225H、中牟县民政局、李爱红、中牟县
学府名邸小区内、5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3-6岁学前
教育、2020.04.10；13、中牟县官渡镇睿敬幼儿园、
52410122MJY590734U、中牟县民政局、张彦国、中牟县
官渡镇韩庄村、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学前教育、
2020.04.23；14、中牟县紫圆实验小学、52410122MJY59

492XG、中牟县民政局、邵帅、中牟县郑州国际文化创意
产业园富贵8路南.牡丹2街西、100万元、中牟县教育体
育局、全日制小学教育、2020.04.30；15、中牟县阳康健步
走俱乐部、52410122MJY5967220、中牟县民政局、刘土
旺、中牟县城关镇建设路北段40号院1排6号、3万元、中
牟县教育体育局、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中牟户外健身运
动的开展，宣传、普及群众性户外健身运动，促进全民健身
活动的社会化、全民化和规范化。2020.05.08；16、中牟
县神墨教育培训中心、52410122MJY542310E、中牟县民
政局、李翠云、中牟县世纪城１０号楼一单元、3万元、中
牟县教育体育局、珠心算培训、2020.05.18；17、中牟县东
方润景幼儿园、52410122MJY5519114、中牟县民政局、
李珊珊、中牟县商都路与文通路交汇处东方润景小区、5
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学前教育、2020.06.04；18、中
牟县豫之画美术培训中心、52410122MJY563306N、中
牟县民政局、曾庆爽、中牟县建设路南段潘安文化公园
对面、10 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美术培训、
2020.06.23；19、中 牟 县 雁 鸣 湖 镇 春 文 幼 儿 园 、
52410122MJY563664P、中牟县民政局、夏志平、中牟县
雁鸣湖镇闫砦村、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３－６岁
适龄儿童学前教育、2020.06.23；20、中牟锦源护理中
心、52410122MJY585708H、中牟县民政局、刘老皮、中
牟县泰安街南段东侧，小清河南侧、3万元、中牟县卫生
健康委员会、内科／外科／临终关怀科／医学检验科；
临床体液、血液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
中医科、2020.08.04；21、中牟县韩寺镇西营幼儿园、
52410122MJY5137393、中牟县民政局、陈宪文、中牟县

韩寺镇西营村、6万元、中牟县教育局、3-6岁学前教育、
2020.08.14；

变更公告:22、郑州东枫外国语学校、52410100MJF7
20215N、中牟县民政局、（张燕）变更为王亚南、中牟县刘
集镇琼华路、100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初中、高中学
历 教 育 、2020.05.08；23、中 牟 县 学 苑 路 幼 儿 园 、
524101220533915430、中牟县民政局、（马全林）变更为
欧世霖、中牟县牟山路与学苑路交叉口、3万元、中牟县教
育体育局、幼儿教育、2020.01.06；24、中牟县世纪幼儿
园、52410122789177945E、中牟县民政局、（周培芳）变
更为安定宇、中牟县府前街中段路东、40万元、中牟县教
育体育局、幼儿教育、2020.05.15；

注销公告:25、中牟县韩寺镇培蕾幼儿园、524101225
66487786C、中牟县民政局、李娜、中牟县韩寺镇古城村、
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幼儿教育、2020.1.6；26、中牟
县韩寺镇胡辛庄成长幼儿园、52410122077807806M、中
牟县民政局、王国华、中牟县韩寺镇胡辛庄村、3万元、中
牟县教育体育局、幼儿教育、2020.3.31；27、中牟县狼城岗
镇大风车幼儿园、52410122597647535B、中牟县民政
局、宴爱莲、中牟县狼城岗镇西狼村开发区、3万元、中牟
县教育体育局、幼儿教育、2020.7.20；28、中牟县郑庵镇小
博士幼儿园、52410122582855593Q、中牟县民政局、陈
忠霞、中牟县郑庵镇台前村、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
幼儿教育、2020.8.13；29、中牟县韩寺镇西营幼儿园、
52410122053350717E、中牟县民政局、陈宪文、中牟县
韩寺镇西营村、3万元、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幼儿教育、
2020.8.14。

2020中牟县社会组织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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