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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黄河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祝桂荣, 祝志然, 李爱苓、
刘三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公司与你们追
偿权纠纷案件, 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豫0105 民初9654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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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份, 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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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0日上

午10时至2019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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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区林科路 6 号院1号楼1单元10层1001号(房屋所有权证
号为1301161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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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二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景生诉被告白二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
初2506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东楼北部418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节假日的顺延
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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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书保：本院受理陈强诉河南省世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孙书保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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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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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晔：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金水万达投资有限公司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105民初221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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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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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晓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东建材南区鑫美装饰材料商
行诉被告李晓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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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21365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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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王育新与你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人张春会向本院提交书面变更
申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异525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
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105执13798、14735、14736、14737、14739、14740、

14741、14742、14745、14746、14748、14749、14751、14753、
14879、14883、14914、14916号

杨晓磊、王凯、魏丽君、王震、曹青云、武吉、李喜转、宋琳琳、
张国学、王萍萍、袁文杰、杨瑞光、杨石红、生桂霞、贺聪伟、
普新勇、刘小江、谢文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
心分别申请执行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
豫 0105 民初 19157、19154、19151、3690、26659、4180、8388、
9319、8420、8393、8543、4157、8457、21486、30006、30014、
30342、2481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信用卡中心郑州分中心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13798、14735、14736、14737、
14739、14740、14741、14742、14745、14746、14748、14749、
14751、14753、14879、14883、14914、14916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对你们
强制执行。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纪奎:本院受理原告岳景立诉被告刘艳娟、张五峰、马国
胜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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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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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彩云、林绪榜:本院受理刘松云申请执行宋彩云、林绪榜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91执恢
144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履行通知书、查封公
告、腾房通知书。(2018)豫 0191 执恢 1448 号执行裁定书、
(2018 )豫 0191 执恢 1448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豫 0191
执恢144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宋彩云名下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红旗路75号院3号楼2单元18号(不动产权
证号1101018352)房产一套，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或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逾期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拍卖
机构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财产进行
处分。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条的规定，责令被执行人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迁出房屋。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剑银红:本院受理高迎凯申请执行剑银红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191执恢1449号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责令履行通知书、查封公告、腾房通知
书。(2018) 豫0191 执恢1449号执行裁定书、(2018)豫0191
执恢144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18) 豫0191执恢1449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剑银红名下位于郑州市二七区
政通路 66 号院 1 号楼 27 层 2720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
1101111569)房产一套，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或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
既不履行义务又不到本院司法技术科选定评估、拍卖机构
的，本院将依法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
分。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
的规定，责令被执行人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迁出房屋。

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文胜:原告张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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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6民初1334号民事判
决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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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1月31日10时起至2019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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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二七区铜山南路7号院10号
楼1单元19层1905（登记证明号：150903117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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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谈晓艳、乔红利、李蜜蜂：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焦作分行诉你们申请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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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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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博爱县美龙皮具有限公司：申请人博爱县聚晟投资有限公
司申请对被申请人博爱县美龙皮具有限公司位于该公司院
内的办公用房、厂房等资产（详见2018年9月12日查封财产
清单）进行评估，现依法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传票和查勘
现场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2019年2月26日15时在博爱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选择
受托评估机构，2019年3月1日9时查勘现场。2019年3月
14 日到博爱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评估报告初稿
（异议期10日），2019年3月25日至2019年3月31日领取正
式评估报告。如不按时到场或领取评估报告，不利后果自
行承担。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向阳：本院受理原告张海金、吴小会、张铁栓、张璐璐诉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003民初18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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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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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6日

10时至2019年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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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周少辉名下河南省鄢陵县未来大道南侧、鄢陶
路西侧麦肯特国际广场 20 号楼 16 层东户（房产编号
00016311）。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
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国、张莉、董先米：张玉侠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8）豫1402执2504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
内履行本院（2018）豫1402民初797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
义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婷：本院受理原告冯红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3民初147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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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阮金海：上诉人崔新华、袁帅、袁俊、李桂芝就（2018）豫1502
字第2135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金金：本院受理的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你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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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山县豫南王鞋业有限公司、刘敏、刘杰：上诉人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就（2018）豫1502字第5589号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上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丛强、王俊霞、河南博大思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高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2民初3065号民事判决书。限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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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征楠：本院受理的王明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九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成峰：本院受理原告孙霞诉被告李成峰（41302119710715
2657）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528民初20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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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广亚：本院受理原告刘川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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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6民初2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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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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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本院受理原告翟姣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民初2919号民事判决。判决主要内容：“被告陈胜偿付
原告翟姣花借款30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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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本院受理原告郭利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判决主要内容：“被告陈胜偿付
原告郭利军借款150000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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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魏希朝、洛阳天霞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丁海
章,被上诉人刘亚培、魏希朝、洛阳天霞实业有限公司、偃师
市中原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 民终 6287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同勤、司马保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喜环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卓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洛阳源流汽车有限公司、程
丽、张波、程萍、宋栋、宋合青、焦琳琳、朱晓静、肖德斌：本院
受理上诉人洛阳市豫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原审被告朱红霞及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3民终279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晓红、杨留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段晓红、被告杨留圈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
38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李村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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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力盛芯（洛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豫康
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192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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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2民初1287号

李明卫、叶春阳：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尚发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与被告李明卫、叶春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02民初1287号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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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夏中建材有限公司、洛阳嵩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胡
焕宅、胡鹏飞、张利淑、史红伟、史红利：本院受理原告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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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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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站卫、王利珍、洛阳市伊品禽业有限公司、孟津县凡达饲料
厂、伊川县同创养殖专业合作社、潘为国、张继红、郭彬奎、张
盼利：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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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胜峰：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福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拖欠
原告的物业费9320元及违约金56875元（违约金按照日千分
之五为准，从2018年3月31日持续计算至物业服务费本金
9320元付清为准）；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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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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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超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武汉沃格玛新科技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7民初2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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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旭：本院受理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给付
保险费3481.19元、偿还理赔款24380.88元；2、判令被告向原
告给付违约金暂计算至2018年11月25日违约金为30648.2
元 ；3、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由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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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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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古城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亚杰、马江涛、王永利、杨孝杰：本院审理原告河南洛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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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28 民初
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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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连军、郭翼、张康军、胡京平、李伟伟：本院审理原告河南
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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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8
民初1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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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苗彩、程爱粉：本院审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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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28 民初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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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元元、吴乐芳、杨丰彩：本院审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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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8民初1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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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力、韦毅、李梓东、阴欣欣：本院审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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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8民初11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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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牟春华：本院受理原告何艳伟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06民初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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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春江机械有限公司、刘京奇、张帅杰、王金鹏、偃师市伟
业钢管厂：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卿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开庭时间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六
号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川汇区通达卫生纸销售部：本院受理原告金红叶纸业集团
有限公司诉川汇区通达卫生纸销售部知识产权权属、侵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6民
初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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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素玲: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分行因与被上诉
人王晓东、马素玲，一审第三人王翠芝、王光华、王书峰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作出（2018）豫16民终4875号民
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群芳：本院受理原告程文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1203民初1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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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华军、黄运通:本院受理原告李旭民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203民初
9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华军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旭民款项99531．72元，被告黄运通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
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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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玉田：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张丁华因与被申
请人（原审原告）季玉理、原审第三人杨玉田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02
民初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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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三门
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1月27日10时至2019年1月28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民
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的：位于宁陵县城郊乡西河建材
大市场商业门面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电话：
0370-7763052/（17603708851）张法官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玉川、夏采凤：本院受理原告路金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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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有富：本院受理原告马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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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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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义：本院受理原告王广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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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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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成：受理原告王少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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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军强、周玉斌：本院受理原告徐宏亮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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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希芳：本院受理原告刘永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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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3289号民
事判决书。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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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丽（王晓丽）：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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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林生、郭江丰、万庆保：本院受理原告李德生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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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