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22日
10时起至2020年12月2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
金水区天明路66号建业森林半岛小区8号楼1-3层5号（不
动产权证号：1301075594）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
注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心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期玛精品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案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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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路超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豫之港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刘
永杰、刘燕、路超杰、张贵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1082民初3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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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闫占勇、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郭福林与
被告王青菊、闫占勇、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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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点（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建华：本院受理张艳辉与崔建华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本院（2020）豫 1003 执恢 26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决定书、限期履行通
知书、执行裁定书（评估、拍卖或变卖），责令你本公告期满
三日内履行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2016）豫1023民初997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
登记在刘雪霞名下位于东城区八一路骏景尚都花园4幢东
起1单元1层东户的房产其中属于你的份额予以评估、拍
卖或变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联系办理有关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本案执行过程中有关事宜通知。你
应于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
过程中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科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宋加兴：本院受理原告殷传
富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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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蒙：本院受理原告匡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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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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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帅鹏、平顶山华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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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大蒙：本院受理原告匡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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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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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双银：本院受理上诉人张玉旺、卢玉杰、邵延延上诉刘付
江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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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民终6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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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鹤壁市杰淼实业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刘

永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将对被执行人刘永文名下的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谦诚水岸枫情小区3号楼2单元6楼东
户的房产（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标的瑕疵
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
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在本报进行
公告，公告期为30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
拍卖时间为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
卖。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
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详细拍卖公告请见淘宝网司法
拍卖专栏）。联系人：付法官；联系电话：0392-2418530、
13603927286。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项卓：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0902民初47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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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善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嘉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豫0902民初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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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养平、丁春格：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
阳分行诉你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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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20）豫0902民初302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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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红岩：本院受理原告毛欣欣诉被告鲁红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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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二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世豹：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两门信用
社诉魏世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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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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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振东：本院受理古赛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一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维常：本院受理的原告耿德胜诉你、王青、李福军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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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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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金言：本院受理原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信阳中
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豫1503民初3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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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合平、付树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2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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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国有、郭秀花：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与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0）豫0523民初29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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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庆飞：本院受理原告黄超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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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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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庆飞：本院受理原告刘俊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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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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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庆飞：本院受理原告张二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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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2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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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兰铎、杨晓攀：本院受理原告郭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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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
初1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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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庆、李志强、王军亮、高建明、牛兵法、李锋、刘青献、王
志勇、李进贤：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宝莲寺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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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豫0502民初
2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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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合云、万超、安阳万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刘宁：本院受
理原告牛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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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初16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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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伟：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美丽华国际商贸城有限责任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豫 0502 民初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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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1日10时至2020年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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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涧西区丽新南路与滨河北路交
汇处君临天下1幢负137号车位，起拍价为184568.15元，保
证金30000元，房产权属所有人王灵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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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9-69960952 （李法官）。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闯:关于我院受理的马中亚诉周闯、钟根强、阳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豫QW6572号车辆的车辆损失
进行鉴定评估。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选定鉴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院技
术室办理选定鉴定评估机构等事项。逾期不到，视为权利
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近日，卫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来到驾校培训中心，通过张贴宣传
海报、交通法规小课堂等方式，与广大
学员交流学习。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
明 通讯员王付荣 摄影报道

近日，长垣市公安局武邱派出所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教
育整顿工作精神，成功破获一起网络赌
博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已被刑
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河南法制
报记者 穆黎明通讯员 化玮 摄影报道

本报周口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程玉成 特约记者 郭利军）近
日，商水县举行被盗物品退还仪
式，商水警方追回的 100 余辆被盗
电动车以及 65 万余元现金全部退
还给失主，这是该县“学总书记训
词、保百姓平安”暨“暖冬行动”誓
师大会后首次成果展示。

当天 15 时，数千名干警和群
众在商水阳城公园参加被盗物品
退还仪式。仪式上，商水警方将
近期侦破的侵财案件中被盗汽车
3 辆、电动车自行车 100 余辆、电瓶

32 块、笔记本电脑 11 台、衣物 150
余件、现金 65.6 万元等物品集中
返还给被盗群众。警方提醒广大
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和
配合公安机关的打击行动，为公
安机关提供更多的案件线索，形
成打击防范各类违法犯罪的天罗
地网，让犯罪分子无机可乘、无处
遁形。此次退赃大会是全县开展
严打整治斗争和打击‘两抢一盗’
行动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
县委、县政府持续深化平安商水
建设、着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

意度的一项重大举措。
据了解，誓师动员后，商水县

公安局把打击盗抢骗等侵财类犯
罪作为保障全县人民安居乐业
的第一着力点，充分利用视频监
控，多警种联动，打盗抢、抓现
行、挖团伙、追逃犯，向抢劫、抢
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发
起凌厉攻势，先后组织开展了
多个专项行动，打掉一大批危
害重、影响恶劣的犯罪团伙，
破获一大批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两抢一盗”案件。

本报讯 微信圈里转发的交友
二维码，竟是一跨境网络赌博团
伙拉“人头”参赌的工具，近日，淅
川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一举捣毁
一跨境网络赌博团伙，抓获 4 人。

今年 10 月份，淅川县公安局
网警大队在淅川某社会微信群中
发现，一名叫“花瓣雨”的微信用
户不断发送一个二维码，称其里
面有商业界大佬、IT 界精英，希望
大家通过扫码加入交友群，能够
免 费 得 到 发 财 的 商 机 。 民 警 发

现，该二维码提到的交友群中，每
天都有许多“商业界的成功人士”
介绍通过网上投资发财的经验，
并引导下载注册一赌博软件。民
警经过分析研判，认定这是一起
涉嫌跨境网络赌博案件，并对里
面的“商业界成功人士”“IT 界精
英”进行摸排，最终锁定安徽籍杨
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迅速
移兵安徽，对杨某某生活圈、银行
流水进行缜密调查，发现杨某某
没有固定工作，但银行卡里有大

量资金来往，并且每天大
部分时间都在离家不远的
一个传媒公司。警方经对
该传媒公司调查，发现该传
媒公司老板李某及其员工李
某某、张某是某跨境网络赌博
的平台代理。在锁定大量证据
后，民警果断出击，一举将杨某
某、公司老板李某等 4 人抓获，
当场缴获用于跨境网络赌博银
行卡 12 张、电脑 7 部。

（周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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