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子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192民初284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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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七审判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

10 月 29 日 10 时起至 2020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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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88 号 1 号楼 24 层
2415（不动产权证号：1501047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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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1

月2日10时起至2020年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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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花园新村27号楼7楼27
号（不动产权证号：0901061443）房产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部分
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长建：关于我院受理的张雪勤申请强制执行张长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友
谊路与乐山路交叉口西50米路南云景阁住宅楼9套房屋(西
单元5层东户、8层东户、9层东户、13层东户，6层西户、9层
西户，东单元4层西户、12层西户、12层东户)及车库内的车
位 16 个(从东到西 1-16 号)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你
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等事项，并在机构
选定后的三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
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叶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20年10 月27日10时至2020年10月28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375/11）对位于 http:
//sf.taobao.com/0375/11）对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祥和
世纪住宅小区10号楼2单元1105号（产权证号：21477）的房
产一套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40.57万元，增价幅度：2000
元，保证金：8万元。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10月23日（限
工作时间）止接受咨询，有意者请提前与本院联系统一安排
看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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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16637581195（曹法官），监督电
话：0375-2863805（刘法官）。特此公告。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宝勇：本院受理原告刘加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目前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525民初210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冯宝勇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
日内偿还原告刘加平借款170000元。案件受理费3700元，
由被告冯宝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
告期届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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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10月28日10

时至2020年10月29日10时（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上（www.jd.com）第一次公开拍卖河南省开封市复兴
大道以北锦诚盛世·龙园12号楼1-4层商业房地产。现公
告通知案件当事人、相关优先权利人及时向法院主张自己
的合法权利，逾期不主张者视为放弃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详情见京东网平台（网址：www.jd.com）。咨询电
话：0371-23806009（苗法宫）。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玉方、占崇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嘉年华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二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02民初922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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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将发生效力。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兆江：本院受理原告泌阳县吉霖石材厂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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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6 民初 1620 号民事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
被告杨兆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泌阳县吉霖
石材厂支付货款200,000元。二、驳回原告泌阳县吉霖石材
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4,300元，保全费1,720元，共计6,020元，由被告杨兆
江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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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秋生：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书勤诉你、河南康采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05民初19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殿军：本院受理原告何永涛诉你债权债务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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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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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曹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益春：本院受理原告宋永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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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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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超楠：本院受理原告宋永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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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
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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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沙沙：本院受理原告尹士义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2020）豫0482民初41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钟楼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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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0611民初2252号

李怀霖、刘梅枝：本院受理原告胡思晨与被告李怀霖、刘梅
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作出（2020）豫0611民初2252号民
事判决书，原告胡思晨不服该判决，向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逾
期将依法审理。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阎三：本院受理原告杨马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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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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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下午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钟楼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文琴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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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楠：本院受理原告王娟诉李楠、张忠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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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9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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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书园：本院受理原告张武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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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之日起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
前楼223室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站营：本院受理原告吴知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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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之日起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前楼223
室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彭孟杰：本院受理原告毛文杰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豫0482民初52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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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盼盼：本院受理原告高建强诉你及马延锋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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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
院钟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长滨：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上诉人长葛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赵文亭、高彩
霞、孙卓蔚、曹新伟、张景锋、刘建伟、赵志伟、潘华、长葛市
鑫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吴水英、长葛市康美新型建材厂(普
通合伙) 赵志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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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10民终2165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逾期将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桂香、闫亚利、臧世奇：本院受理原告穆文英、臧付山诉被
告张桂香、第三人闫亚利、臧世奇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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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占磊：本院受理原告徐双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03民初1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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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单梢洁、单建松、张玉山、侯国亮、长葛市恒源农牧有限公
司、长葛市昌汇养殖有限公司、许昌市单迎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刘德升申请执行单梢洁、单建松、张玉山、侯国
亮、长葛市恒源农牧有限公司、长葛市昌汇养殖有限公司、
许昌市单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未
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1082 执2320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财产申报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9）豫1082
民初202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0374-61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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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10

时至2020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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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马建民名下位于许昌市向阳路向阳花园11号楼1单元
102室住宅及8号储藏室房产。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4/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明顺、曾术平：本院受理原告凌端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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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豫
1526民初11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限被告何明顺于本
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凌端玉借款150,000元及利
息（利息按月息1.5%计，从2015年7月25日计起至款清之日
止）；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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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
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江宁宁：本院受理原告王学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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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晓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岗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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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943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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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申弘金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裴晶晶
诉你股权转让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豫0506民初6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15日(遇节假日相应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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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士晴：本院受理原告郑州祝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
0526民初3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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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闰亚飞：本院受理原告李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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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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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波、伍俊网：本院受理原告刘万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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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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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海生、李崇阳：本院受理原告常艳斌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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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钢：本院受理原告徐彦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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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志勇：本院受理原告周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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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
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邓志法：本院受理原告李庆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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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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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林：本院受理原告杨福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81民初3874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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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平：本院受理原告元立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581民初3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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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永志、濮阳银亿金融设备有限公司、杜学乾：本院受理原
告高正江诉被告赵永志、濮阳银亿金融设备有限公司、杜学
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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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87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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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刚、濮阳市超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濮阳市天一新
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志刚、濮阳市超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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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金才：本院受理原告刘德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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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2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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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生：本院受理原告田良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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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5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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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杰科：本院受理原告娄须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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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49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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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林：本院受理原告臧庆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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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4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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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涛：本院受理原告管敬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2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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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希兵、艾红玲：本院受理原告崔成先诉被告曹希兵、艾红
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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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94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中原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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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国华、濮阳市国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更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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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国华、濮阳市国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魏聚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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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忠：本院受理原告刘飞诉被告陈俊忠、第三人王艳华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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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日内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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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培虎：本院受理原告肖传军诉被告肖培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6089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及
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主张2020年1月9日，被
告向原告借款18000元，并出具借据，承诺借期一个月，月息
1.5分,2020年3月9日还本息。到期未还，按月息2分计息。
借款到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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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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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依法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胜举、韩国勤、赵红亮：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两门信用社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作出(2020）豫 0928 民初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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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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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海燕：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两门信用
社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
出(2020）豫0928民初3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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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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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柳相玲、柳俊峰、李怀志：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渠村信用社与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20年9月2日作出（2020）豫0928民初2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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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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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运杰：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诉被告
张红伟、徐利红、徐运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8民初3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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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军岳、高岭华、宋同辉：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两门信用社诉被告刘军岳、高岭华、宋同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作出（2020）豫
0928民初33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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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建中、张石山、刘爱玲：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两门信用社诉被告姚建中、张石山、刘爱玲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作出（2020）豫
0928民初33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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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宗山、崔高强、王东胜、翟海钦、王电红、蔡永飞：本院受理
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庆祖信用社诉被告张宗山、
崔高强、王东胜、翟海钦、王电红、蔡永飞、王少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并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豫0928民
初625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王少辉不服，于法定期限内提出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送达上诉状，见报之日即视为送达。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佀耀扬：本院受理田九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30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已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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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刚：本院受理原告清丰县中创玉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军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0922民初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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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壁分行与

被执行人孙玉霞、曹建钢、鹤壁市金爵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孙玉霞、曹建钢所有的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朝歌路北侧、宾河大道东侧金融大厦附楼北
幢22层2203号的房产（产权证号：1504004945）进行网上变
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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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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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10时至2020年10月29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嵩山东
路与嫩江路交叉口壹号城邦二期20#楼1801号房产；漯河
市郾城区嫩江路双汇·西班牙玫瑰A05#楼2层202号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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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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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
10时至2020年10月29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源汇区滨河路
与交通路交叉口昌建外滩4#楼106、107号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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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记脸（武钢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204民初3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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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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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记脸（武钢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汴京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204民初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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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上述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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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帅彪：本院受理原告焦合法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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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223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骑岭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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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延通：本院受理原告鲁予强与你及漫亚利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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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骑岭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焦振东：本院受理原告焦点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482民初20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骑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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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素丽：原告冯胜利诉被告河南省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追加你为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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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起诉要
求：1.依法判令河南省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
原告存款400000元及利息20000元，合计420000元；2.诉讼
费由被告负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素丽：原告付金霞诉被告河南省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追加你为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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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起诉要
求：1.依法判令被告兑换存款人民币 1550000 元及利息
42300元，合计15923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1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素丽：原告冯新诉被告河南省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追加你为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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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起诉要求：1.依
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1931000元及利息125000元，合计
2056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
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素丽：原告冯玉勤诉被告河南省鹿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追加你为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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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起诉要求：1.依法
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存款100000元及利息5000元，合计105000
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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