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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红州(曾用名王心愿）

本院受理上诉人夏浚钟、洪瑜与你合伙协议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豫 14民终 20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夏浚钟、洪瑜、徐松伟预交的一
审案件受理费6250元，应收取3500元，退还给徐松
伟 2750 元。夏浚钟、洪瑜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6250 元，应收取 1250 元，退还给夏浚钟、洪瑜 5000
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
为送达。

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杰：

本院受理原告葛文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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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9001
民初1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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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玉平：

本院受理原告闫志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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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诉讼请求：判被告还
款人民币肆万元整（4万元整）。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军：

本院受理原告何金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卫民初字第16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袁
军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
何金凤借款本金 6 万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11 月 11
日起按照年利率 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至清
偿借款完毕之日止；驳回原告何金凤的其他诉讼请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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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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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中立混
凝土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华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华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孙桂珍、王
卫国：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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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平顶山市得普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 万元及利息；2.判令其
他被告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催收费、诉
讼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
他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９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继军：

本院受理原告闫香敏（曾用名闫小敏）诉刘继
军、王宝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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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闫香敏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刘继军偿还原告 2 万元借款及
2015年2月10日至实际还款日的利息，王宝才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９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2民初2949号

刘鸿雁：
本院受理原告赵伟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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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赵伟红起诉要求你偿还借
款16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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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2民初2388号

魏哲：
本院受理原告董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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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董建军起诉要求你偿还借
款5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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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2民初2213号

邢倨停：
本院受理原告李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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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 时在本院
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402民初2212号

邢倨停：
本院受理原告李永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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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5 时在本
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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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执行的王俊哲申请执行你公司债权人代
位权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411执 449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拍卖你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新华路南段
锦绣星龙 8号楼 102铺（共 2层）和位于矿工路与中
兴路交叉口北华府广场购物中心十六层北半部自
东向西 01号房屋共两处房产。同时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河南中企资产评估事务所河南中企评报字

〔2016年〕第 16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对上述拟拍卖
房产的评估价值为共计2336400元。对评估报告如
有异议，可以在评估报告送达后10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河南省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绿韵建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恒盾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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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 告
贾金燕：

本院受理原告樊震诉你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即同居财产
依法分割、返还婚约礼金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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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8时 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725民初2072号

张新：
本院受理原告王喜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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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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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师寨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725民初1969号

申振振、李辰龙：
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财济商贸有限公司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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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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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师
寨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葛青强：

赵树旺起诉你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审理
后作出了（2015）原民初字第2435号民事调解书，该
判决已于2016年4月19日发生法律效力，赵树旺于
2016年5月23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该生效判决，
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725执 602号执行令，限
你3日内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士平、王喜莲:

本院受理原告葛永青、温增芳、任国胜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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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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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冬玲：

本院受理原告黄自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 0928 民初
2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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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更臣：

本院受理原告季园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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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坝
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02民初6956号

吴文英、张军林、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龙潭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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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园亮：

本院受理王建立诉你与王贵林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26
民初9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宋园亮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6000 元；王贵林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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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富杰：

本院受理刘瑞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依法判令你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
息。现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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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濮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彩霞、王文波：

本院受理原告石奇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902 民初
18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孟轲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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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范县盛龙食品有限公司：

上诉人安继省因与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不服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2015）范民初字第01399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公开进行
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作
出（2016）豫 09民终 1063号民事裁定。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9民终 1063号民事裁
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利华:

本院受理原告许化振诉你和胡君利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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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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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5时在范县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军成、王红波：

本院受理原告苗书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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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及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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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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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古城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跃华：

本院受理原告周书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902 民初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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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人厦门纳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因合法

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编号：
1030005226486547，出票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 公 司 中 原 油 田 分 公 司 ，出 票 人 账 号 ：
16461101040007609，付款行：中国农业银行濮阳市
分行人民路支行，收款人：河南中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票面金额：10万元，汇票出票日：2015年11月
27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5月25日，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中信投资有限公司、濮阳市鹏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02
民初 47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孟轲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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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银凤、崔纪祥：

本院受理原告王跃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02 民初 1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孟轲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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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起建、孙玉婷：

本院受理原告查武战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02 民初 46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孟轲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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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兴芸、尹玉明：

本院受理原告肖红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02民初 874号
号民事判决书及（2016）豫 0902 民初 874 号民事裁
定书、（2016）豫 0902 民初 874 号民事裁定书之二。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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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
7 日内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广振：

本院受理原告张传昌诉你、刘占豹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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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23民初字1782号

闫建方：
本院受理原告南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

告闫建方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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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23民初字793号

刘国省：
本院受理原告南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被

告刘国省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923民初字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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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23民初字887号

林国桥、林志桥：
本院受理原告袁保勇诉被告林国桥、林志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6）豫 0923 民初字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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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花：

本院受理原告刘现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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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民事保全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孟
轲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松毫、王波：

本院受理原告程洪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0926 民初 1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张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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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牛贵杰、王运营：

本院受理原告郑其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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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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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张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铁见、李梅荣、朱双玲、杜改玲、朱红杰、李保红：

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县
支行诉朱铁见、李梅荣、朱双玲、杜改玲、朱红杰、李
保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 1023民初字第 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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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峰：

本院受理李丽芳诉赵峰、侯松凯、李克科、许昌
市周氏食品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豫 1023 民初字第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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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边军召、晁选军：

本院受理孔俊杰诉边军召、晁选军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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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许昌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天中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许昌分公司：

本院受理陈永生诉河南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023民
初字第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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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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