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金勇：本院受理袁野与郑金勇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执7360号执行通知书、
执行决定书及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履
行(2020)豫0105民初2876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
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郑金勇、配偶赵平玉名下位于新郑
市薛店镇神州路东、常刘村土地西九裕龙城12#号楼2单元
3层303 (合同号: 1600142658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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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等
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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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欢欢：原告何俊与被告方欢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104民初1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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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民初822号

李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朱余良诉被告李国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105民
初 822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楼南部
312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式15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
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
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105执8088号

吴星：常贺彩申请执行吴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
(2019)豫 0105 民初 3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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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常贺彩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105
执8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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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将对吴星所有
的位于荥阳市康泰路西段北侧学府春天3 号楼2 单元5 层
505 房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001125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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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本院审理的原告黄昌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邮寄起
诉状、传票等诉讼材料无法送达，现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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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4号案件的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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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则依法判决。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熊玉军（身份证号：411528196801300053）、周玲（身份证
号：411528196908100043）：本院受理原告黄从秀、甘信忠
诉被告息县自然资源局、第三人熊玉军、周玲行政登记一
案，已依法判决，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20）豫1528行
初1号行政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行
政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提出上诉，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军杰：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丹诉你与信阳市佳和房地产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被告信
阳市佳和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就（2019）豫 1503 民初
929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 com/0395/02)第一次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年9月
21日10时至2020年9月22日10时止拍卖轩逸牌小型轿车
(车牌号:豫LS6369 号)一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查
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400-1571060, 0395
3561843,特此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年9月16日10时开始在河南省漯河市郾

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变卖位于漯河市
源汇区汉江路鼎盛家园1#楼1幢106号门面房一套。有意
竞买者请登 http: //sf. taobao. com/0395/02,搜索户名:漯河
市郾城区人民法院。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柴静亚：本院受理上诉人张蕊与被上诉人张裕及你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6民终21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浩：本院受理原告潘春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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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0）豫0422民初574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廉村法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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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保山：本院受理原告白万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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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民初249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平顶山市卫东
区人民法院高新法庭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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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巧东、石滑滑：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联华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1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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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市金铭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万马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张晓煜、丁小娟：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财信
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03民初8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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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绪飞、李香革、肖鸿卫、李莎莎、濮阳县中和养殖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
中心支公司与你们及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社、
余二军、郭爱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我院作出了
（2020）豫0411民初36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及（2020）豫0411
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书，现因平顶山市现代养殖专业合作社
总社、余二军、郭爱丽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德九：本院受理原审原告王新耀与原审被告杨德九、河南
和天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舞钢市天利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6月19日作
出（2020）豫 0481 民初 21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判决书确有
错误，应予再审。本院已依法作出（2020）豫0481民监6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一、本案由本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
止原判决书的执行。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该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
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及王留生、胡国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两案，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豫0422民初440、446号民事判决书。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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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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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向东：本院受理原告郑光元、郑葵元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411民
初1664号、（2020）豫0411民初1665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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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龙、平顶山市文怡沁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关俊
可、段娜娜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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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延旭：本院受理原告刘俊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0）豫0425民初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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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人民法院公告
屈龙杰：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战朋诉屈龙杰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申请人依据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2019）豫1122民初218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执行，本
院已立案执行。现依法向屈龙杰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
执行局接受询问。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永刚、常永辉：本院受理原告刘鹏诉被告河南省广源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许昌民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永刚、常
永刚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河南省广源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1003民初270号案件的上诉状。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盛高明、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文杰申请
执行盛高明、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执行决定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10执恢26号执行决定书，将盛高明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建峰、杨虹、万永贵、朱彩英、许昌市建安区金达粮油购销
有限公司、许昌市建安区粮食购销服务中心：本院受理原告
张秀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豫1003民初26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村张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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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广跃：本院受理原告李军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20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长村张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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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与河南华通生态园林有限公司、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
王诚浩、路建明、李江、崔冬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
被执行人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鄢陵县乾明寺路
中段北侧鑫盛首府时代广场1-4层的商业房地产已进行评
估。经申请人申请，现将进行第一次拍卖。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拍卖标的：被执行人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鄢陵县乾明寺路中段北侧鑫盛首府时代广场1-4层的
商业房地产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许昌鑫盛置业有限公
司。拍卖机构：淘宝网。联系人：古法官。联系电话：
0374—2929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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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购买权
人经通知未于拍卖日期前提交相关书面手续的，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禹慧：本院受理原告郜建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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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民初6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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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沈连甫、岳兰英：本院受理张华诉你排除妨害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0)豫0225民初367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之日起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4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巨超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南
关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0204民初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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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五份，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南关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豫0204民初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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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五份，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宏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宝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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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203民初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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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寅：本院受理开封圣德建筑节能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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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法庭开庭合并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固始亚一珠宝饰品销售有限公司、王艺强、叶蕊：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诉被告
固始亚一珠宝饰品销售有限公司、王艺强、叶蕊债权转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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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元帅、张利梅：本院受理原告谢改成诉被告李元帅、张利
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181民初1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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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10月01日10时至2020 年10月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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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邢 xx 在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股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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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新执字第620号

范秀云：本院受理张建坤与范秀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新郑
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新民初字第1960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们逾期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又无法有效联系到你们，本院将对被执行人范秀云
所有的位于新郑市郑新路西侧的土地（新土国用 1998 第
10076号）及土地上附属物进行拍卖。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新执字第620号执行案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限期履行通知书、拍卖裁定书、议价通知书、网拍通知书及
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三日内履行本公告确定的义务，并缴纳相应执行
费。逾期未履行，本院将强制拍卖上述房屋，在公告期满后
五日内到本院领取拍卖裁定书，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满后第一个周三上午10时到
新郑市人民法院执行局117室选取评估（如未到庭，将通过询
价系统摇号方式挑选评估机构）、拍卖机构，公告期满后三十
日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机构及现场
勘验、领取评估报告书、提出异议、优先购买等相关权利。届
时，本院将依法通过网络平台拍卖、变卖上述房产。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20 年10月04日10时至2020 年10月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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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庄镇解放中路西侧房地产（产
权证号：0001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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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飞龙：本院受理原告李清林诉你、被告李艳平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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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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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牛元霞与被执行人牛冬冬、南

妍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南妍妍所有的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淮河路鹤翔东区土产日杂总公司1号楼
中单元3层西户的房产（房产证号：1001003848）进行网上拍
卖。有意竞买者，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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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5日10时至2020年10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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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郑州市中原区金龙路
南、玉轩路东4B号楼27层2719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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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0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和平：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马建勇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1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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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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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运平、孟利红：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吴静雁申请执行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
17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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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20) 豫0502
民初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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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志峰：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开发区泰安建筑设备租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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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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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豫0502民初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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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会永、马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分行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02执1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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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
期满后立即履行(2019) 豫0502民初11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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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鑫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崔雪洁
申请执行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豫0502执1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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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文劳
人仲裁字（2019）334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强制执行。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立忠：本院受理原告张俊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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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3632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万古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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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利娟：本院受理原告暴海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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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187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程利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暴海潮借款4万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4月7
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驳回原告暴海
潮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800 元，由被告程利娟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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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中文、魏玉玲：本院受理原告任俊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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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相保：本院受理原告李海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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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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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卫平、河南龙鼎铸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卢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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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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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美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山市黄圃
镇超宏五金电器厂诉你票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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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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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刚：本院受理原告丁兰体诉你和被告朱玉玲、孙学成、
孙爱勤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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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志明：本院受理原告张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502民初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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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玉
奎诉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豫0502民初1259号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与开庭传票，逾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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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涛诉你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本院(2020)豫0502民初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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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一博：本院受理原告王旭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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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保辉：本院受理原告李爱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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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存金、申贵廷：本院受理原告常宏亮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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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林州市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宏、张秋鸽：本院受理任海翔诉林宏、张秋鸽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03民初16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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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郭岭申请执行冯有才、杨月玲、长葛市浩泰

纺织有限公司、冯江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我院依法对长
葛市浩泰纺织有限公司位于长葛市增福庙镇上坡口村车间
及办公楼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
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长葛市浩泰纺织有限公
司位于长葛市增福庙镇上坡口村车间及办公楼。该标的物
的所有权人长葛市浩泰纺织有限公司，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5357.20㎡及地面附着物。评估价为3921200元，经合议以评
估价作为起拍价，即起拍价为3921200元，保证金300000元，
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30000元。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
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
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
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
竞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
关拍卖信息。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华、刘忠林、张美英：本院受理原告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诉刘忠林、刘宝、张美英、张华、刘建
建保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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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海华、王志超：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鸿顺货运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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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照亮：本院受理原告郭衍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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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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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沈成龙、程玉焕：本院受理原告陈思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因你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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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723民初
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沈成龙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向原告陈思佳偿还借款27124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8元，由被告沈成龙负担。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文举：本院受理原告张书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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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期满后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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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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