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丛诚贸易有限公司、朱俭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行诉被告河南丛诚贸易有限公
司、朱俭平、王素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
民初5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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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现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支行提起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少甫：本院受理原告现代金融控股（成都）有限公司诉你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豫 0105 民初 4975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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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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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洪陶、李迎喜、孙宇青、孙中强、刘吉云、杨盟山、李玉冰、刘
林场、黄亚勇、杜松虎、张金香、齐文川：本院受理的原告现代
金融控股（成都）有限公司诉你们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12705、
12729、12724、12723、12722、12721、12700、12703、12706、
12708、12727、127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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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格、周青华、张宇、何永乐、高阳阳、薛万明、薛苗苗、王
洋、刘春梅、刘莹、张鑫、王杰、梁阵党、王付强、杨林燕：本院
受理的原告现代金融控股（成都）有限公司诉你们不当得
利纠纷一案，请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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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份，上诉于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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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荣辉、王建军、丁小鸽：本院受理原告吴新玉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0105 民初 172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祭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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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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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瑜：本院受理原告崔艳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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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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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房间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忠文、陈永和：本院受理原告崔艳丽诉你二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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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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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房间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继臣、周红梅：本院受理原告张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91 民初 1504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第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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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路庆防：本院受理吕其滨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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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723 民初 36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书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吕其滨款 143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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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至河南省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升、周梅云、鲁帅:本院受理原告商纪臣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 民初 39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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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082民初795号

李守忠：本院受理原告柴志强与李守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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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人河南葛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82民初79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事一团队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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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082民初4246号

牛秀菊、邓建明、牛秋菊：本院受理原告贺振华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 1082 民初 42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事一团队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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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1082民初3345号

张留生：本院受理原告漯河市勘测规划设计院基础工程施
工队与被告许昌市海港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锦呈建设有限
公司、张留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1082 民初 3345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商事一团队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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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双立：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忠诉你及张丽琴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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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吉伟：本院受理原告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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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202 民初第 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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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燕拴红、王志刚：本院受理原告陕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二人和王兰方、贺金闹、王军兴、曲转峡、曲亮
亮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203民初12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监察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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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姚辉：本院受理上诉人郭解放与被上诉人马涛、第三人姚
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家事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军德：本院受理原告陈雷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02 民初
141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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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份，上诉于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726民初2577号

许永雷：本院受理的尹艳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26 民初 257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原告尹艳丽与你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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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春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向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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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503 民
初 523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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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吴作新、周锐：本院在办理原告息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
被告吴作新、周锐、信阳市全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
机构的通知，限你们于本公告生效后第五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3时到我院技术处摇号室选取评估机构并办
理涉案房产评估的相关事宜，逾期不到本院将视为你们放
弃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本公告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南鸿翔、李桂芹：本院受理南荣华上诉郭香珍、洛阳鸣泉水
业有限公司、洛阳长浩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豫 03 民终
224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安生：黄社兴申请执行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洛阳市
涧西区人民法院（2016）豫 0305 民初 5105 号民事判决书已
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黄社兴于 2017 年 7 月 3 日向本院
申请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执行裁定书。现公告如下：自公告之日起，限你60日内
到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执行裁定书。限你公告期满5日内到本院履行还款义
务。逾期则视为送达，本院将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马辉、王峰军、李新环：本院受理上诉人徐凯与被上诉人张
旭锋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3
楼18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冯俊民、王栋：本院受理上诉人丁朝阳与被上诉人田素芳
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 3 楼 18 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3民终3622

武梦奇、党翠灵、马耀锋（辉）：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发达彩
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党翠灵、武梦奇、杨欢
欢、洛阳川建建筑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期顺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闫中森、沈建民：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牛朋霞与被上诉人
徐小莉、原审被告闫中森、沈建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3 民辖终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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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来：本院受理上诉人武玲芹与被上诉人韩春萍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 03 民终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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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德惠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王卫平、冯丽君、寇静：本院
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河南德惠科贸有限公司
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 1227732.28 元及利息（利息含罚息、
复利，暂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为 75124.18 元，从 2016
年12月23日至本息还清之日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执
行）。二、依法判令被告河南省智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王
卫平、冯丽君、寇静、于俊义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六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
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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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行政
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聪聪：本院受理马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303 民初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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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上
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
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生：本院受理原告张宇佳诉你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303 民初 356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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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神州霞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张之洞、沈苏侠：本院受理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2017豫1323民初2896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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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303民初5257号

南阳市晟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清玉：本院受理原
告孙静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豫 1303 民初 525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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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303民初6529号

王芳（身份证号码412901197703153501）：本院受理原告

白云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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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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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高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兆硕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淅川分公司、吴西华：原
告王玲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给你们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给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6
民初116 号民事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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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后定于2018年4月12日
15 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不到庭，本
院将缺席审理，逾期本院将缺席判决。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勤：本院受理原告汪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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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盛湾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风英：本院受理原告周桂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与你离婚。因你长期外出，无具体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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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7日上午8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寇宏涛：本院受理原告侯赛先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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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盛湾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内乡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运合：本院受理原告刘冬梅与被告于运合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25民初24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灌涨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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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怀峰、杨喜云：本院受理原告郭海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限你们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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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二楼一号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俊杰：关于秦文庚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在执行过程中。因你未履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豫
0902 民初 950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我院已委托濮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你名下位于市辖区乙烯生活
区 1 区 13 号楼 1 单元 10 号（房屋产权证号：2009—10117）
的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机构已将评估结果报告我院，初评
结果为 327662.6 元（拍卖保留价 262130.1 元）。现依法向
你送达豫濮房估字第 FY2017—022 号评估报告书。如对
该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向濮阳
市华龙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
的，本院依法公开拍卖。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飞雪面粉厂、康少东：本院受理原告周亚超与被告
汝州市飞雪面粉厂、康少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汝州市飞雪面粉厂地址不详，康少东外出地址不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425 民初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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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西伟、李晓芳：本院受理原告杨军利与被告石西伟、李晓
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0425 民初 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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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单单、张传红：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及魏小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作出（2017）豫 0411 民初 1155 号民事判决
书。宣判后，被告魏小娜不服本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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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依法将该案移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素晓：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刘东栋申请执行魏素晓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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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达本院作出的（2017）豫 0482 执 2276 号执行通知书、报
告财产令。限你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逾期本院将对你依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敏：我院受理强制执行的赵宝江申请执行胡宝柱、郭敏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有关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天中
山大道北侧假日名门 3 号楼北 3 单元第 13 层 1309 号房屋
进行评估的案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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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来驿城区
法院技术室选定评估机构，并在机构选定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进行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西林、李录霞、杨建新、裴爱轻、杨钐钐、邓豪杰、李天
佑、张香：本院受理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四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 04 执 175、176、177、178 号执行通知
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责令你于本
公告发出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7）深仲裁字第 504、
505、522、523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朱兴月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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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宋俊昌：本院受理原告武现法诉你与郭自刚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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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迎军、王迎彬：本院受理原告李修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北方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靳宝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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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
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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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本院受理原告樊燕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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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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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文忠、马文明：本院受理原告石春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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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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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炎、徐秀丽：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赵艳申请执行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及报
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
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7）豫0502民初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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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慧、马红伟、杨广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赵红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2017）豫
1082 民 初 238-1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及（2017）豫 1082 民 初
238-2 号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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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西区中心法庭（坡胡）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根亮、刘雪萍、戴红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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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082 民初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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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铭、张菊妮、蒋大巍、靳袆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被告蒋俊普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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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2017）豫 1082 民初
239-1 号民事裁定书及（2017）豫 1082 民初 239-2 号民事
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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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西区中心法庭（坡胡）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德炳（公民身份号码：413024197611125112）、徐玲（公
民身份号码：413024197602170421）：本院受理原告余双
武、李金陵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526 民初字第 2677 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王德炳、徐玲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偿还原告余双武、李金陵借款本金 30 万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按年利率 24%计算从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至款
清之日止）。二、限被告王德炳、徐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余双武、李金陵借款利息2万元。案件受理费
6100 元，由被告王德炳、徐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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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靖东：本院受理原告朝长伟与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526 民初
3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耿靖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朝长伟欠款 240000 元及利息（利率按国家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从 2017 年 11 月 15 日至款清之日
止）。案件受理费 4900 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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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万保：本院受理原告郭永敏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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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1526 民初
26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周万保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
内偿还原告郭永敏借款 65500 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 1.5%
计算，从2015年7月16日起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案件受
理费1344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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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伟：本院受理原告杨光辉与被告王学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526 民初 27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王学伟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杨光辉借款 170000 元及利息（利
率按年息 6%计算，从 2014 年 4 月 1 日至款清之日止）。本
案受理费 3700 元，由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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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淑芹：本院受理原告徐丽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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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 8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启、岳军伟、张东波：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王太刚申
请执行王文启、岳军伟、张东波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们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7）豫 0482 执 173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
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对你依
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甄新昌：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刘文改申请执行甄新昌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16）豫0482执57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
七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对你依
法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永建、张玲玲：本院受理曲红旗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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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1
民初39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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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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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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