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帅、杜利真：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路支行申请

执行任帅、杜利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8）豫 0105 民初 10680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任帅、杜利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

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因

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执 1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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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对你们限制

高消费、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杜利真名下位于郑州

市 惠 济 区 迎 宾 路 36 号 4 号 楼 17 层 1702（权 证 号 码 ：

1509119192）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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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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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正、常平平：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申

请执行董小正、常平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8）豫 0105 民初 2476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董小正、常平平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

人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

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豫0105执19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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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依法对你们限制

高消费、加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对董小正名下位于河南

省洛阳市润西区侯天路 6 号山水富地 15 幢 1-601（权证号

码：洛房权证市字第 00420509 号）房产一套进行评估、拍

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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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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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105执7590号

袁艳芳：本院立案执行张珂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

出的(2019)豫 0105 民初 2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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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张珂于

2020年6月30日申请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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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105执

7590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消费令，

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均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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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朱老路、河南西亚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朱晨阳：本院受理

的上诉人周素梅与被上诉人吴广霞、朱老路、王东亮、河南

西亚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朱晨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完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01 民终 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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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秀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8民初135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7室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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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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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3833129。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巨世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河南美森铝业

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因邮寄送达未能

寄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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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 民初 283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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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预交上诉

费，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震：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友康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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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书发：本院受理原告孙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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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奥利运输科技有限公司、袁子民、袁志军：本院受理原

告齐永枝、齐谋珍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847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洋河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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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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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10时

至2020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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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信阳市平桥区中心大道西侧1号楼1-2层房地

产。起拍价：92.038万元、保证金：9万元、增价幅度：0.4万

元，联系电话：0376-6671106（王法官）。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9月14日10时

至2020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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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公开变卖活

动，公开拍卖信阳市浉河区北京南路金杯财富广场A座5层

502号住宅房地产。起拍价：135.2790万元，保证金：8万元，

加价幅度：0.4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10（赵法官）。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伟：本院受理原告张方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1503民初1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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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志龙：本院受理袁益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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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袁益东请求本院判决：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被告

返还借款30000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年利率6%计算至实

际支付日）；2.本案诉讼费用、开具保单费、财产保全费由被

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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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09月14日10时至2020 年0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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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郑州市金水区沙口路118号院6号楼2单元10

层东6号房屋（不动产权证号：0901059399）进行第二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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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风勤（李风琴）：本院受理原告赵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 0184 民初

1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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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季献礼：本院受理原告宋伟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20）豫

1628民初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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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冲：本院受理原告丁占国诉你及姚素叶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

初3053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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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振京：本院受理原告汝州市风穴路街道办事处城北社区

居民委员会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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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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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402民初1107号

李鹏：本院受理原告王亚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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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增强：本院受理原告杨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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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鑫金鑫节能保温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驻马店市苏

豫保温建材有限公司、马爽、孟瑞、薛柯、关晨晨、孟祥明、蔡

爱华、郑新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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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兰新强：本院受理原告焦合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且地址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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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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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和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

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玉：本院受理原告范留锁诉你等人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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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14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日10时至2020年10月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洛阳市涧西区北五街坊9-2-404号房产，起

拍价 261507.46 元，保证金 30000 元；房产权属所有人汪晓

宏；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

证。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

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优先购买权人未参与

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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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拍卖物情况调查

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79-69960922

（赵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作市白桦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刘天跃：本院受理原告王

加亮诉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现本案已审结，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811民初5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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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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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程彩霞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1144号

保全裁定书、（2020）豫0882民初11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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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丁艳敏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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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士敏、刘月枝：本院受理原告孟利军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882民初1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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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1478号

姬路敏、鹤壁市易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开只诉

被告姬路敏、鹤壁市易丰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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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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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超：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家天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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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超、胡守振、孔祥市、李清瑞、张内红、范闯、张利珍、李

强：本院受理河南省诚润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追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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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县人民法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市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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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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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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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第三人杨素娟：本院受理原告丁肖元与被告李永魁和你执

行异议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6民初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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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辉：原告张保红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3民初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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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丽敏、安阳市君安住宅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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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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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宏斌：本院受理原告岳坤、王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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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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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耿小伟：本院受理原告郭丽霞、王志民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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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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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一拍）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10 时至

2020年9月16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网址：https://auction.jd.com/sifa_list.html,户名：汝南县

人民法院）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郁振中名

下车牌号为皖SZ596Z奔驰牌汽车。具体详情请登录京东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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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6-2168067，15638337678（郭法官）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一拍)

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 10 时至

2020年10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汝南县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

卖标的：程丹在河南平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32.1万股股权（股金证号：2243018）。具体详情请登录淘

宝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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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6-2168061、18568093098（关法官）。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窦迎晓、燕盛昭：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卫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

你们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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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307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慧霞：本院受理原告宋五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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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

本院30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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