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支世省：本院受理原告王红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民初4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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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文争：本院受理原告张林林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民初2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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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少飞：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民初3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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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彦波：本院受理原告马少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8民初37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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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明江、王军：本院受理原告吕勇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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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瑞：本院受理原告申雪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限你在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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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三楼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文英、张军林、濮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再审申请人魏国安、唐秀华与被申请人高桂梅及原审被告濮
阳市龙行天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吴文英、张军林民间借款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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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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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元贞、梁红梅、赵淑美、李世敏、巩持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范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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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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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范县人民法院张庄法庭（陆集乡）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国军、刘永军、张蕾蕾、郭立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范县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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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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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范县人民法院张庄法庭（陆集乡）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力、王红英、王现启、石宴瑞、李文新、王宪海：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范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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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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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集乡）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祥：本院受理原告唐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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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志刚、郭献花：本院受理原告陈利伟诉你们、王全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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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彦甫：本院受理原告仝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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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917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被告韩彦甫偿还原告仝晖借款本
金80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6月23日起至付清日，按月利率
15‰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180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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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素梅：本院受理原告翟新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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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自杰：本院受理原告贾瑞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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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濮阳县人民法院文留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改姣：本院受理原告高国磊诉你、赵翠平同居关系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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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濮阳县人民法院文
留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太极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增亚诉沈惠丽与
你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0902民初10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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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留增、卓祖锋：本院受理原告栾贵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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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留增、鲁文生：本院受理原告郭习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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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钦毫：本院受理原告李丁榜、李长海、张柱选诉被告杜钦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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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克祥、王耀辉、孙山魏：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平诉你们及郭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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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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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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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万会勤、万会军：本院受理申请人刘海龙申请执行（2016）濮意
证经字66号一案，现向被执行人万会军、万会勤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以及协商评估机构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三日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否则，限你们在本公告送
达期满后第九日到本院三号接待室协商确定评估机构，逾期
视为放弃选择权利，本院将依法进行评估、拍卖。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峰：本院受理原告郭海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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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敬友：本院受理原告任社坤诉你、朱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922民初368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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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25民特29号

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可馨、王子轩申
请宣告柴明超失踪一案。申请人王可馨、王子轩称，其父亲王
杰于2013年6月意外死亡后，其母亲柴明超离家出走，至今下
落不明。下落不明人柴明超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
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
明人柴明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柴明超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柴
明超情况，向本院报告。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鸿浩：本院受理王家良、杨家强、李贵阳、张立汉诉你劳务合
同纠纷四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3
民初2586-2588号、30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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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拍卖）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月12日10

时至2018年3月13日10时止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
2014980886，户名：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河南新宇泰实
业有限公司所有的（铁矿）采矿权及地面建筑物、井巷工程、机
器设备、土地使用权（以评估报告和调查表所列为准）进行第
二次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3月
7日8时起至2018年3月8日16时止接受咨询和自行看样。报
名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9日12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
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
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0375-2862788，
13507629036（宋）。监督电话：0375-2862231；联系地址：河南
省平顶山市新城区长安大道与清风路交叉口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执行局。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汝州市鑫汇叶腊石矿：本院受理原告余转正诉被告张占成、被
告乐凤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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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52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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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鑫、林方圆：关于冉三强申请执行李俊英、李鑫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2015）新民初字第164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但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我院依
法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亿昇城市
花园9号楼18层（复式）西北户（不动产权证书号：11002990）
房屋一套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1590143元。因你去向不
明，现通知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评估报告，
公告期满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平
顶山市卫东区矿工路中段亿昇城市花园9号楼18层（复式）西
北户（不动产权证书号：11002990）房屋进行网络拍卖。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盈盈：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金九龙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向你送达起诉状副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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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和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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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蔡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1日作出(2017)豫

1729刑初341-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被告人张晓交通肇
事一案中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杨狗旦应当承担的义务和权
利如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雪连、王波波因王保国死亡造
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72672.4元，由被告单位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
内赔偿110000元，在第三者责任险赔偿200000元；被告人张
晓、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杨狗旦连带赔偿262672.4元（含张晓
先前支付的3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附带民事
诉讼被告人杨狗旦如对判决不服，可在公告送达60日后十天
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运才：本院受理原告李工政诉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702民初7540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你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郑俞申请执行李娟、陈红举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对被执行人李娟名下位于禹州市颖川办迎宾东路88
号院内5号楼西二单元三层东户的房产进行拍卖。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李娟名下位于禹州市颖川办迎宾东
路88号院内5号楼西二单元三层东户的房产。拍卖标的权属
所有人：李娟。拍卖法院：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
人：陈付强。联系电话：0374-2929311。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
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若对本院拍卖的有
异议，自公告发出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逾期则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标的
拍卖底价、拍卖时间、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
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关注淘宝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或直接与本院执行二庭联系。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3月5日10时至2018

年3月6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五菱客车一辆和临颍
县新城路南段西侧（颖昌华府北侧）院落式住宅一套。详情请
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
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计委、李科伟、李贝贝：本院受理郑海洋诉你们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各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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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冰冰：本院受理的范贺贺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诉求人民法院对洛阳市洛龙区美茵街16好38栋3—3201
房产，进行依法分割。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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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古城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玉品、赵孝功：本院受理的申亚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1.原告要求被告偿还本金1070000元。2.本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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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古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永江、李周琴、赵存士、赵佳佳：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洛龙
区关林路瑞和机械租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赵永江、赵存士向原告支付租赁费用暂算
至2017年10月31日止为374758.14元（后续租赁物租赁费从
2017年11月1日按合同约定的双倍计算至被告实际全部将租
赁物退还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租赁物件（十字扣
3289个、接扣1408个、转扣985个、顶丝145根、钢管3832米）
租赁物价值62498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被告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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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行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群山：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杨华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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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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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录、冯爱国、冯章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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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守俊：本院已受理原告张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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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严勇、黄梦芬、信阳康通华晨汽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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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泳皇、信阳康通华晨汽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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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杰、信阳康通华晨汽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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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国：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1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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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詹德霞、汪存波、周鹏：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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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金洲：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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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弘扬：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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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培凤、王小来：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1502民初13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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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云飞、信阳康通华晨汽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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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畢桉：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8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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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黎、舒国庆、信阳文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502 民初
1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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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治根：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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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树伟、信阳大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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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满足：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1502民初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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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芹、信阳大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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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磊、信阳大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502民初13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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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欣、孙鹏黎：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1502民初1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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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怀珍、刘秀芬：本院受理原告郭刚剑和原告张彦果分别诉你
们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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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曹镇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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