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艺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郑州尚学堂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平顶山华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郑州艺
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郑州尚学堂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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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豫0105民初8337号

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李勉峰：本院受理原告
李宁诉被告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李勉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民初
8337号民事判决书。限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
李勉峰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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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八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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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号

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李勉峰：本院受理原告
冯小月诉被告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娟、李勉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05民
初8324号民事判决书。限郑州鸿大基业实业有限公司、王
娟、李勉峰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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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八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周合锁申请执行刘彦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

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刘彦杰名下房产进行评
估。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拍卖该房产。拍卖标的
物:中牟县刘集镇屏华路001号附6号绿博家苑G-02号楼2
单元20层2001（房屋买卖合同号：ZM18004067949，现场调
查时楼体显示G-0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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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24日10时至2020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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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大道东侧、
曙光路南侧江山尚品18号楼1单元602室商品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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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820。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0月11日10时至2020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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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大道西侧金
居怡景6号楼1单元2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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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法官，联系电话：19837091655。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一拍)
我院于2020年10月10日10时至2020年10月1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户名:汝南县
人民法院，网址：https://auction.jd.com/sifa.html)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拍卖标的:车牌号为豫QN1351起亚牌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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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069，王法官。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荣娟、河南省健珑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领先诉
被告平顶山市湛河区华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你们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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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正、崔秀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京华置业有限公司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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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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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润强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鑫森物资有限责任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展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与平顶山市华宇天泰实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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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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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郑州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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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紫香薰衣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程涛：本院受理原告
常庆章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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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限期和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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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群策协力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群策商业综合体管
理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程相飞诉你们房屋买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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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限期和举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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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娜、黄新亭、平顶山市四朋永兴汽车配件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程杏花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03民初1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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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磊磊：本院受理倪东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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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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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执恢27号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0月15日10
时至2020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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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bao.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公开拍卖位于新县新集镇白果树老寨檀路东侧、土地
证号新国用（2008）第 000268 号土地，面积为 54106.96 平方
米的国有出让工业用地。联系人：陈法官，联系电话：
0376-6671103。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谨腈：本院受理原告洪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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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民初6441号
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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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20 年10月13日10时至2020 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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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位于息县产业集聚区罗淮路北
侧、证号为（2019）息县不动产权第 0000690 号、面积为
55441.2平方米的土地一宗。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
不承担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物有关的人员（案件
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等）
均可参加竞拍。本拍卖标的物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
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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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拍卖标的物调查情况
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联系人：陈法官，电话：
0376-6671103。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登辉：本院已受理原告刘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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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登辉：本院已受理原告刘阳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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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艳芹：本院受理原告臧丽磊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3 民初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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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国印：本院受理原告张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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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526民初408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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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八里营法庭递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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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森：本院受理原告王凤林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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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延礼、张凤芹：本院已受理原告李海忠诉你们分家析产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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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英勇(身份证号码511025196606256533)：本院受理原告
舒平与被告谢英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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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8日内，并定于2020年
12月3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203民初1339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于照永诉你及段秋阳、张少华、荆益波、
河南汇多滋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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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 年10月25日10时至2020 年10月26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标的：洛
阳市涧西区武汉路南段缔景桃苑旺角4幢2-601房产，拍卖
标的权属所有人：陈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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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洪胜：本院受理原告陈学莲诉被告杞县自然资源局及你
不动产登记一案，现依法向你送公告达起诉书副本、参加诉
讼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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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3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彦峰：本院受理原告何宝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本案已
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4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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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数据提出副
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飞：本院受理原告马建新诉你、王书军、管莹莹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902民初1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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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杰：本院受理郭卫民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郭卫
民向我院申请对你名下位于河南省濮阳市市辖区中原路
007-32-001-1-24-2401，合同备案号为00024808的房产予
以拍卖。现法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执2573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款通知书、(2020)豫0902执2573
号拍卖裁定书、搬迁通知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公告
刊登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公告期满后次日起7日内
本院将选择评估机构，逾期将视为你放弃权利，关于上述财
产的评估报告及拍卖公告不再另行公告。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晓辉：本院受理的原告聂世胜与被告周晓辉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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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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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星：本院受理原告罗永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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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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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清旺：本院受理原告刘希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由于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要求：判决
原、被告离婚；次女李盼、三女李晓楠由原告抚养）、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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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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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章、位秀云、滑县飞天城制冷设备厂、贺廷朝、郭香连：
本院受理原告郭西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羊：本院受理原告李树太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6民初662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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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清：本院受理原告汤阴兴福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与张新爱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1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主要为：被告李文消、张新爱偿还原告汤阴兴福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5000元及利息;被告尚国亮、尚利
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发出公告之日经过60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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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即发生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宇：本院受理原告贠海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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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成来、王秀玲：本院受理王新芳与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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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民终307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业丰饲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河南省鹤壁市新鑫达
饲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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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惠霞诉你公司
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0503民
初1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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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仕成、黄思群：本院受理原告杨复宗与你们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0) 豫0503民初10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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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秀清：本院已受理原告索新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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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红伟：本院已受理原告侯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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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晓丽、娄金成：本院受理秦云霞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9) 豫0203民初1286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分别送达本院(2020)豫
0203号执5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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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们自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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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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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20 年 11 月 5 日
10时至2020年11月6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黄河路
28幢1-3层（华山美食城南头）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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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5-3561874。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帅军、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国强：本
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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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8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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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永千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杨金召：本院受理原
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常学勇与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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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89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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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爱党、何林清、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
国强：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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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8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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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金召、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国强：本
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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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民初38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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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华长、江丽萍、新野沃新油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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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民初6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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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干全、闫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判决如
下：一、被告徐干全、闫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借款本金260万元，利
息、罚息（其中150万元利息从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12
月16日按年利率6.09%计算，从2016年12月17日起按年息
6.09%上浮50%即年息9.135%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110万
利息2016年8月10日至2016年12月21日按年利率6.09%计
算，从2016年12月22日起按年利率6.09%上浮50%即年息
9.135%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如二被告不能按时还
款，原告对被告徐干全、闫斐抵押房屋他项权证号为：（盐房
他证市区都字第0156740号）拍卖后享有优先受偿权。三、
被告朱占京、安世真以《最高额担保合同》内确定的最高担
保数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302民初837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占京、安世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判决
如下：一、被告安世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借款本金2591839.03元，利
息、罚息（利息2016年11月10日至2016年12月19日按年息
6.09%计付，从 2019 年 12 月 20 日起上浮 50%即年息 9.135%
计算至借款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朱占京、徐干全以《最高
额担保合同》内确定的最高担保数额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4901
元，由徐干全、朱占京、安世真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302民初860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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