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廖德红：本院已立案受理原告耿金奇诉你离婚纠纷—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原告起诉状副本（1.请求判决原告与被告
离婚；2.婚生子耿喜超、耿铭阳由原告抚养）、应诉通知书、举证
责任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
年5月20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日美卫浴有限公司、禹州市渝莘苑餐饮有限公司、田丽
娜、刘彦锋、杨红星、景晓明、张付生、金川、李光普：本院受理
上诉人禹州市金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河南合众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禹州市水泵有限公司及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10民终2469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河南省长
葛市人民法院（2016）豫1082民初334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2016）豫1082民初3348号民
事判决第二项；三、原审被告河南日美卫浴有限公司、禹州市
渝莘苑餐饮有限公司、田丽娜、刘彦锋、杨红星、景晓明、张付
生、金川、赵晓嵩、李光普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债务共同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禹州市水泵有限公司追
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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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祁豪锐：本院受理原告赵成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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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
满后第三个工作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8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金豹：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焦作
分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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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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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康国征、郭腊玲：本院受理原告王小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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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个工作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7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红旗、蔡清花：本院受理原告陈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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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民初
21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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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江：本院受理原告胡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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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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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超颖、潘科峰：本院根据（2016）豫0811民初2719号民事判
决书受理了张晓旭申请执行贾超颖、潘科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
令,并对贾超颖所有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马
渡新村5号院68号楼7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执行局705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
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
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公楼309室参加选择评估机
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
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
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
进行拍卖。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保军：本院受理原告李承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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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等相关的应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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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811执1639号

崔先林、常亮、苗锦锦：本院已受理王彩青与崔先林、常亮、苗
锦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三人下落不明，现向你三人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申报财产令及
（2017）豫0811执1639号、执1639号之一裁定书，限你三人自
本公告届满之日起立即按照已生效（2016）豫0811民初815号
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丽：本院受理原告石莹诉你与郑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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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品商贸有限公司、沁阳市辉通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朱艳玲诉你们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朱艳玲要求：1.与被告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品商贸有限公司解
除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2.二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129581元
及利息（利息自交款日到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二被告赔偿原告129581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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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品商贸有限公司、沁阳市辉通置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高继云诉你们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高继云要求：1.与被告沁阳市东营果蔬水产品商贸有限公司解
除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2.二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133742元
及利息（利息自交款日到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二被告赔偿原告13374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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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丽娟：本院受理原告朱天才诉你及史建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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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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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
中心法庭（王曲乡政府西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飞雷：本院受理原告李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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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林湖、李晓峰：本院受理原告李长荣诉你、杨庆玉为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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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照林、王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宋小勤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882民初
30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玉梅、张照林应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宋小勤借款50000元及利息（按月息
1.5分计算从2016年1月12日起至还清之日止。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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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兵：本院受理原告苏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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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风光：本院受理原告陈占营诉你、郑州大唐钢结构工程有限
公司、第三人陈前进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7）豫
0823民初2508号民事裁定书、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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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2017）豫0823民初2508号民事裁定书，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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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尚松洁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依
法判令退还原告年卡会员卡余款和押金，共计4723.33元；3.依
法判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200元；4.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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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胜利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依
法判令退还原告年卡会员卡余款和押金，共计3232.04元；3.依
法判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200元；4.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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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玉杰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依法
判令退还原告所支付的入会费和会费，共计5189.86元；3.依法
判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200元；4.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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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小岗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依法
判令退还原告所支付的入会费和会费，两年卡会员费，共计
4216.71元；3.依法判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
失，暂计2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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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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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陈荣华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会员服务协议；2.依法
判令退还原告所支付的入会费和会费，共计4140元；3.依法判
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200元；4.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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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洛龙区爱健身俱乐部、洛阳市洛龙区水御澜庭商务中
心：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清圆诉你们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私教课程服务协议；2.
依法判令退还原告所支付的私教课程费，共计15840元；3.依
法判令赔偿因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各项损失，暂计200元；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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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韦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依院长职权提请审委会研
究决定对（2016）豫0403民初885号、886号、887号、889号民事
判决书进行再审，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豫0403民
监1号、2号、3号、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丰海实业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黄秋风申请执行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
豫0411民初420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11执117号执行通知
书，限你自执行通知书送达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武振国：本院受理原告赵丽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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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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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四日16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齐显军与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1502民初2576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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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阳毛
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玉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
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2311号民事判决书和
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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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阚贵前与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1502民初2310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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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阚贵前与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1502民初2309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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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五云茶叶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阚贵前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
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信阳五云茶叶有限公司、陈四
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502民初2308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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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阳毛
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卫红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信阳弘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书
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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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阳毛
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
玲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
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2306号民事判决书和
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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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鑫与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
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
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502民初2305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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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阳毛
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邱
德军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信阳弘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2304号民事判决书
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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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谢祥修与被告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
豫1502民初2303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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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信阳毛
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蔡
德辉与被告河南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销售中心、河南
信阳毛尖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龙潭茶叶有限公司、信阳弘昌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陈四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2302号民事判决书
和上诉状（上诉人信阳弘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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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文成、张富莲：本院受理杨青申请执行牛文成、张富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02执28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五日内履行（2017）豫1502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坤、刘俊山：本院受理杨青申请执行刘坤、刘俊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02执30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申报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五
日内履行（2017）豫 1502 民初 1460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斌:本院受理原告郝慧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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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静雨：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威佳金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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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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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荥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希忠、李山卿: 本院受理上诉人安阳山威涂料有限公司与你
们买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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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民终578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娟、陈杰安、陈海鹏、刘海龙、南春刚：本院受理原告滑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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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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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红、赵利娜、赵宝英：本院受理原告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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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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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龙厅、张功、赵建昭、雷可、龙金发、张梅芳：本院受理原告滑县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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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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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霞、刘凤海、常淑芹、常淑强、延江梨、张静莹：本院受理原
告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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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章彭辉、申素娟：本院受理林州市众恒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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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15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光：本院受理原告蔺刘军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6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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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晓娟、王克利：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利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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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卫杰、刘国超：本院受理原告闫守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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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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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遇法定假期顺延）在本院
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清华诉你和崔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滑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31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被告苗志强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张清华借款人民币5万元及利息（该利息自2018年1
月1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本判决限定履行期满之日止）；
2.驳回原告张清华的其他诉讼请求。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
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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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京林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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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荣令伟：本院受理原告孟风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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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峰区老孟记馍菜汤饭店：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任艳飞申请
执行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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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
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安文劳人仲案字（2016）290号仲裁裁决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慧、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安阳石油分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王鑫诉你们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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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秦用朝：本院受理原告郭先菊、高付治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02 民初
34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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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臣：本院受理原告张春芳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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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福运：本院受理原告李麦贵与被告田新顺、第三人李福运合
伙协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参加诉讼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天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嘉亘物业
有限责任公司(原安阳市机关物业发展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502 民初
1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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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思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朱先光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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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
行(2017)豫0502民初1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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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京泰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郭红亮申请
执行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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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立即履行（2016）豫0502民初1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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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杰、路璐：本院受理原告张健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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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日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国晓：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淇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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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金融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用喜、冯成生：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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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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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5日上午9时在本
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晓华、郝林梅、韩贵杰：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临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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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22日上
午9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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