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辉：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李国顺申请执行被
执行人王晓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
证处作出的（2016）郑黄证执字第 909 号执行证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3 执
3169 号执行通知书、（2016）豫 0103 执 3169 号执行裁定
书、（2016）豫 0103 执 3169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变
卖）、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和选取评估机构通知。限
你们于公告期满后五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若你逾期未自动履行义务，本院定于逾期之日
起十日内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取评估机构，本院决定对
王晓辉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南街 166 号院 9 号楼
2 单元 7 层 27 号（产权证号：1501074025）的房产进行委托
评估，逾期不到，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本院将随
机抽取选定评估机构，所确定的评估机构及评估报告不
在另行公告，并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拍卖。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裕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陈英豪、宋小霞、河南嘉晟宏
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与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0105 民
初10474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
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 0105 执
4874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
你们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郑州裕茂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新密市来集镇宋楼村第三村民组(新密房权证字第
1201000217 号)房产一套和宋小霞名下位于新密市青屏大
街中段南侧(新密房权字第0017066 号)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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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实发物资有限公司、河南兆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陈柯
蒙、王留行、李振喜: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里岗支行与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0105 民初
7794号民事判决书及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豫
01民终967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
本院已立案受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05 执
4879 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和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
你们自公告期满后5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陈柯蒙名下位于二七区福寿街
16号12层12045 号(产权证号: 1501182720-1)房产一套和王
留行名下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朝凤路1号办公楼6层
608 (合同号: J12001038902) 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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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联朋贸易有限公司、陈国旗、蔡登萍、娄昊、卢彦、郑
州日鑫钢铁有限公司、苗嵩、张海辉、史长玉: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正光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 0105 民初 28978 号民事判决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的还款义务，权利人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已立案受
理。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 0105 执 4293 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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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内，自动履行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
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苗嵩名下位于金水区文化
北路 88 号建业枫林上院 6 号楼 5 层 501 号(不动产权证
号:1301200948)房产一套用于清偿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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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们承担。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香印、宋香敏、高雁飞: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建达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诉被告宋香印、宋香敏、高雁飞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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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冰、吴迎旭、张建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建达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被告王冰、吴迎旭、张建勇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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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卫：本院受理原告范红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判
令你支付所欠款5130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的四倍支付自 2015 年 3 月 24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利息
227717元及2018年3月7日至欠款偿还完毕之日的利息，现
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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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8年8月3日15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俊：本院受理原告李东永、李万全与被告刘文俊、河南
省旭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425民初383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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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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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超：本院受理原告商纪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702民初9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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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新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严小雪：本院受理原告芦
舒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92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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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健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省驻马店市地方税务局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702民初569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付清：本院受理原告谢启光诉你和第三人姜栋确认合同
无效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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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 本院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长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诉被告宋腾飞、徐淳鸿、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夏长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彪：原告齐楠莉与被告马彪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
六条、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准予原告齐楠莉与被告马彪离婚；
婚生子马晨曦随原告齐楠莉生活，被告马彪自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每月28日支付当月抚养费400元，至马晨曦年满十
八周岁止。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 民初
8568号民事判决书。望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该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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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瀚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高美勤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明，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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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长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分行
诉被告徐淳鸿、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夏长松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福田农机有限公司诉被告王
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作出的（2017）豫1702民初9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荆义航申请宣告张海霞失踪一案，经查：被申请

人张海霞，女，汉族，1989年8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平舆县射
桥镇西关居委会双庙。身份证号码：412827198908123026。
于2016年2月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
为三个月。希望张海霞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
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721民初338号

陈荣辉：本院受理原告张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1民初
3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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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夏邑县雪枫粉业有限公司、河南惠济开发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商丘市鑫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商丘市帮克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孟凡超、夏冬梅: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夏邑县支行
与被告夏邑县雪枫粉业有限公司、河南惠济开发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商丘市鑫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商丘市帮克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孟凡超、夏冬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8年5月2日作出（2017）豫14民初331号民事判决，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208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会军、温利娟：本院受理原告何顺新与被告李会军、温利
娟、范庆武、姜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
书送达后，被告范庆武不服（2017）豫0804民初1019号民事
判决，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上诉至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该上诉状，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不提出答辩状的，不
影响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理。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肆红：本院受理原告崔勇（又名崔永）诉你及被告侯娟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2017）豫0882民初2154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侯娟不服判决，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侯娟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第三中心法庭（西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丽丽：本院审理原告李树标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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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18）豫0811民初
1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丽丽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树标偿还借款20000元；二、驳回原
告李树标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4元，其中94元
由原告李树标负担，150 元由被告李丽丽负担；公告费 580
元，由被告李丽丽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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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苏保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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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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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小冬（宋冬冬）、李娟娟：本院受理慕海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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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婷婷：本院受理贾泽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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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
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尚福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河南魏丰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许昌犇鑫种畜繁育有限公司、河南金卡特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许昌尚福源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金咖特肥牛店、胡少
涛、安晓燕、阎金雷、王艳君、胡少鹏、杨华、伊海民、王丽娟、
孟思铮：本院受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新许支行诉
你们、河南浩达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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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B207室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洪发、周丽英、尹淑英：上诉人许昌恒丰车轮材料有限
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许昌县勇盛万家豆制品有限公司、原
审被告李保良、刘凤琴、赵洪发、周丽英、尹淑英追偿权
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7）豫
1002 民初 3469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现已
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18）豫 10 民终 1037 号民事判决：
一、维持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7）豫 1002 民
初 3469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变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
区人民法院（2017）豫 1002 民初 3469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为：李保良、刘凤琴、赵洪发、周丽英、尹淑英在许昌县勇
盛万家豆制品有限公司代偿的 5960091.25 元范围内，对
许昌恒丰车轮材料有限公司不能偿还的部分各自承担
10%的清偿责任。五人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许昌恒丰
车轮材料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许昌县勇盛万家豆制
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现公告向你们送达该判
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判决
书。逾期不领取的，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路达建工实业有限公司：上诉人河南金诺混凝土有限
公司与被上诉人余生华、河南路达建工实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0民终1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撤销魏
都区人民法院（2017）豫1002民初107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
诉人余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河南金诺混
凝土有限公司货款462845.2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1年
11月15日起按月利率1%的标准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郭祖荫、许昌清流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鄢陵县林运花木有
限公司、徐艳美、彭德超、冯爱芳：本院受理上诉人汪振华与

被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和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守忠：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许昌
分公司、河南民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柴志强、原
审第三人河南葛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龙程食品有限公司、河南晶硕砼业有限责任公司、鄢
陵九发油脂有限公司、许昌清流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鄢
陵汇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莫智梅、张松豹、贾相波、孙庆
华、彭德超、赵更牛、王淑真：本院受理上诉人汪振华与被
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大道支行和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1 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魁：本院受理原告胡明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
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5月24日10时至2018年0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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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市平原新区长江大道上海生态科技
城R1号楼101室房屋【合同编号：2014-0500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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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将于2018 年05月16日10时至2018 年0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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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平台上对豫AM022R北京现代牌小型轿车重新进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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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新庆、王洪顺：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喜起诉被告冯新庆、王
洪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
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的 15 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宝丽：本院受理原告孙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4民初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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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强:本院依法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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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民事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靳杰：本院受理原告各新胜与被告靳杰机动车事故责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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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奇：本院受理原告武冬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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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永强：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喜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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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应诉手续，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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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洪海、徐永丽：本院已受理原告吕波诉你们与河南开
封得胜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陈安涛、李红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2018）豫 0211 民 初 222 之 一 号 民 事 裁 定 书、（2018）豫
0211 民初 222 之贰号民事裁定书、（2018）豫 0211 民初 222
之叁号民事裁定书及管辖权异议上诉状。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手续，逾期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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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苏荣立、娄冰月、刘爱芳、刘新超、李军伟：本院受理原告鹿
邑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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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628民初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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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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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政：本院受理原告崔春各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经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鹿 邑 县 人 民 法 院
（2018）豫 1628 民初 17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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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宣传、张爱云：本院执行的鹿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长期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628 执 644 号执行裁定书。查封
被执行人杜宣传名下位于鹿邑县宋河镇杜桥行政村 3 层
房屋，房权证号(鹿房字第 015873 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广安：本院受理原告蔡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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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628民初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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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魏赞意：本院已受理上诉人张峻玚与你、被上诉人翟秋月、灵
宝市轩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民间信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的第四日15：30（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朱新强：本院已受理上诉人曲改霞与被上诉人三门峡湖滨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朱新强、王春芳、荆
文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期满后的第四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郝建岭、刘正涛、三门峡亿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三门
峡金聚源金丝楠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樟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202民
初580号民事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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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
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跃旗、三门峡市强盛建材厂：本院受理原告吕国家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202
民初581号民事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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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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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谭冬月、张永涛、张媚棋：上诉人杨保山就（2017）豫0324民
初1841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四楼2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留圈、洛阳孟宇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原告武明森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11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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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珏迪门业有限公司：本院审理原告付孝伟诉你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田全卫不服（2017）豫
0311民初5329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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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10 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汝阳县人民法院三屯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智勇：本院受理原告辛季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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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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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少波：本院受理你与刘参有、周明明、王晓燕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民终
15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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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偃师市煤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洛阳鸿科实业有限公司、冯
社功、李朝敏、张泽民、鲁茹珍：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丁艳红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丁艳红不服（2017）豫0311民初4200号民事判决书，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丁艳红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4005
室领取该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鸿科实业有限公司、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偃师
市煤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冯社功、李朝敏、张泽民、丁艳
红：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与洛阳埃
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丁艳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被告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丁艳红不服（2017）豫
0311民初4198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洛阳埃尔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丁艳红的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4005室领取该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白振国：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白少晖与被上诉人段兴、原审被
告白振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3民终2805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宋合青、焦琳琳：本院受理原
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与被告洛阳卓阳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洛阳高新开发区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宋合
青、宋栋、焦琳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305 民初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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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正品粮油有限公司：何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02 执 111 号执行通知
书、申报财产令、执行裁定书及执行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前自动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范文彩：本院受理原告宋亚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 民初 459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60 日内来本院万古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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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刚：本院受理原告牛全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豫0526民初2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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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建雷：本院受理魏仁杰、位成正、位成安、魏成洋诉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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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2018 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爱平：本院受理靳合超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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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8年7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尹栋武、郭胜利：本院受理杨威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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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定于2018年7月25日15
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全有：我院受理的王保红所提执行异议一案，因你未按时
到庭听证，本院已作出（2017）豫 1082 执异 115 号执行裁定
书，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该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该裁定书自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0日内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逾期未
复议，本裁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书华:关于我院受理的葛焕荣申请强制执行白书华、田
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位于驻
马店市文化路西段路南鑫丰粮油实业有限公司楼东 3 单
元 406 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发出后60日内来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并在选定
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进行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
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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