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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利刚：本院受理的原告柴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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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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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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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对冲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爱丽诉你与河
南对冲健康服务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105 民初 1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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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静波、陈洁：本院受理的原告范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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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豫 0105 民初 2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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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兵卡：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鑫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石兵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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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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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震：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宝红、杜文林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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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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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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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华、刘克松、张丽华、郑州凤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任瑞军诉郑州菲博特科技有限公司与
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因案件处理结果与你们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现本院通知你们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
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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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参加诉讼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万强、新乡市星源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李建鑫诉被告张万强、新乡市星源无纺布制品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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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磊：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郑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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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 01 民辖终 2236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送达期满后
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本院快审速裁
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芦小虎：本院受理的原告魏帅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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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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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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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启干：本院受理原告海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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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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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安启实业有限公司、温朝峰：本院受理原告韩国豪
诉你们、吕俊豪提供劳务者致害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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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审理（地点详见当日诉讼服务大厅电
子显示屏显示的具体法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根廷、河南中原物联网产业基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苏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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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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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祭
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宪仲：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春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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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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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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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纪伟：本院受理的原告祝汉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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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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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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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敬德：本院受理原告张辉建诉被告李敬德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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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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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广春：本院受理的原告黄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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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05
民初 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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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告送达期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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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路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尹强诉被告河南路遥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金庄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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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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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乐易商联商贸有限公司、郑州燕巢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段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明亮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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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05 民初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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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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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青基斯贸易有限公司、骆宝玲：本院受理的原告河
南省机电设备国际招标有限公司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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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誉丰铝业有限公司、韩国治、王雪云、张根松、李伟
远：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冀丰诉被告河南誉丰铝业有限公
司、韩国治、王雪云、张根松、李伟远、长葛市海丰铝业有
限公司、长葛市瑞佳铝业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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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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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革命、郎键：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长永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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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105 民初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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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于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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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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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3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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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09 号 4 号楼 3 单元 3 层 151
号房产（产权证号：1301305462）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
请关注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
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小五：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鑫汇轮胎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豫 0191 民初 721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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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志超：本院受理原告陈梦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 民初 7851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游先桥、南京保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焦
作市山阳区乾源建筑设备租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811
民初 2880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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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继军、焦作市森瑞达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
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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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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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一楼民事审判第五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郜海军：本院受理沁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怀府信用社
诉你、田秋霞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田秋霞就本
院（2017）豫 0882 民初 2026 号判决书在法定期限内提起
上诉，要求：1、撤销该判决；2、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
依法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上诉状，逾
期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志英：本院受理毋利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804 民初 10 号民事裁定
书、本案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点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齐红坤、庞金涛:本院受理原告杜建国诉你们及张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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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 9 时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 1082 民初 4673 号

朱伟、罗香梅、杨军、李菲、杜君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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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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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2 号

范文涛：本院受理原告周小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 1082 民初

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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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胜利：本院受理原告时群柱诉你及肖静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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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明港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培森诉你及董建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被告董建华不服本院（2017）豫 1503 民初 2427 号
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因你去向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峰：本院受理原告张培森诉你及董建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结 。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豫 1503 民初 24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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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培洪：本院受理原告艾增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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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瑞敏、王保汉：本院受理曹泽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
通知书、（2018）豫 0922 民初 618 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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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清丰县人民法院马庄
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楚明超、楚巧杰：本院受理原告张述兵诉你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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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鹤壁市分行与被执行人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
有限公司、张元泰、李慧、张元青、曾省、何树林、赵修彬、
李剑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鹤壁
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鹤壁市淇滨区
太 行 路 北 段 西 侧 的 鹤 房 权 证 市 字 第 0501000486 号 、
0501000487 号房屋及鹤国用（2004）第 0260 号国用土地
使用权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后登陆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
看相关拍卖事项。一、拍卖标的：鹤壁市淇滨区太行路北
段西侧的鹤房权证市字第 0501000486 号、0501000487 号房
屋及鹤国用（2004）第 0260 号国用土地使用权。起拍价：
577.39 万元，保证金：60 万元。二、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晓亮、郑长顺：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开元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 0581 民初 2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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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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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依 据（2016）豫 0502 执 97 号 之 一 执 行 裁 定 书 将 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 10 时至 14 日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com/户
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开拍卖王凯、牛东
方名下位于安阳市开发区中华路以东、弦歌大道以北、
黄河大道以南华强城 1.4 期 3-2 号楼 1 单元 16 层 1604 室
（预告登记证明：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第 00113962 号，
建筑面积 127.83 平方米，无土地信息）房产一套，依据双
方自行协商确定的拍卖底价确认书依法确定起拍价为
65 万元，保证金为 5 万元，增价幅度 2000 元。标的物过
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办理权证过程中应交纳
或补交的有关税费及明确或不明确的一切费用（含买受
人、原产权人应承担的综合税、增值税、契税、印花税、交
易手续费、权证费、测绘费及物业、水、电等欠费）全部由
买受人承担。有关税费、水电暖配套设施等问题由买受
人自行向有关的税务、房管、国土、不动产登记、电力、税
务、物业公司等相关部门了解确认。中国境内外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
竞买。有意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14 日。标
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345 监督
电话 0372-2097433。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水希、秦水娣：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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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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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四军：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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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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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强、李振方：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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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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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水付：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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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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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海林、王瑞芬：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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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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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开军、赵书静、张开交、郑红星：本院受理河南汤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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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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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晁树军、杜苏芳：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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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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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瑞华、代永生：本院受理原告焦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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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点、刘杰：本院受理原告韩留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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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双见：本院受理原告张守民二人诉你与滑县桑村乡康
雪面粉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艳慧：本院受理原告孙瑞衡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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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红宽、邵小亮：本院受理李运杰 朱秀玲诉你的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公告之日满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通知书的期限为公告
起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风、张垚：本院受理原告张林善诉你二人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7）豫
0526 民初 782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二人自公告 60 日内来
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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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冬喜、陈西花：本院受理原告张景珍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502 民初 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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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冬喜、陈西花：本院受理原告李芳芳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 0502 民初 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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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康保英、杨艾武：本院受理原告郑海叶诉被告康保英、杨
艾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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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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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玉景（41020419750203402X）：本院已受理原告许伟
诉你与刘文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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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冬、楚文树、宗跃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周口分行诉被告周口市隆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冬、楚文树、宗跃华、第三人张拓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602 民初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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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周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汉成：本院受理原告张梦北诉被告朱汉成、刘春蕾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 作 出 (2017) 豫
1602 民初 3967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刘春蕾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东新区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
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