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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东岳：本院受理原告闫自团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小社、吕连英、杨健：本院受理原告朱年武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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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
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小社：申请人朱年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8年3
月19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
（2018）豫9001财保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杨小
社名下位于济源市锦汇花苑1号楼1单元602号的房屋予以
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变
更、转让、过户、抵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杰：本院受理原告韩继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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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杰俊：本院受理原告琚海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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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亮亮、李爱琴：本院受理原告杨小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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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孙宝敬：本院受理原告杨小霞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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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丽霞：本院受理原告张桂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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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
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院生、李春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源市直属支行诉你们与卢展伟、崔风莲、李虎山、段
迎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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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
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家强、济源市常兴电子磁材有限公司、济源市科昌磁性材
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们与杨阳、张素云、济源市亿派磁性电子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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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秋玉、闫贵珠：本院受理原告和艳旗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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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占红（郑战红）：本院受理原告冯军红诉你与张云霞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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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攀攀：本院受理原告赵贵荣诉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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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邢文军、冯师珍：本院受理原告李福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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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证：本院受理原告于鹏杰诉你与于正贤、赵小玲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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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武胜利：本院受理原告张静诉你与蔡圣峰、李冬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
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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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科鑫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艳霞诉你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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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济水源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颜文艳诉你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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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同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周豫杰诉
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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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卫柏成：本院受理原告崔天兵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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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翟庆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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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张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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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根升、葛小亲：原告苗麦娟诉你二人及黄科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75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式八份，并预交上诉费100元，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静：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济民一初字第53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一式七份，并预交上诉费1036元，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商红伟：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济民一初字第530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一式七份，并预交上诉费2140元，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杰琴：本院受理原告张建生诉被告济源市伟杰饮品有限
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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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7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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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增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与卢冬利、牛三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1034号民事判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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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小中：本院受理原告张庆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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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6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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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伟：本院受理原告张向阳诉杨国政与你、杨康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民初584、585号民事判决书。其中（2018）豫9001民初
584号判决杨国政、李金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归还
张向阳2016年12月13日的1万元借款，杨国政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归还张向阳2015年11月17日的1万元借款，李
金伟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2018）豫9001民初585
号判决杨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张向阳借款12000
元，你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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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朝阳：本院受理原告姬文中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5658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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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波：本院受理的原告济源市王秋魁润滑油经营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9001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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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裕佐、张许妹、郑国梁、杨芙蓉、郑国华、颜爱绿：本院受理
原告张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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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裕佐、张许妹、郑国梁、杨芙蓉、郑国华、颜爱绿：本院受理
原告王永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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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有仓：本院在执行李小耐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依法
查封了你位于济源市和谐苑1号楼3单元4楼北户的房产。
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决定依法
拍卖上述房产。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自公告期满后的次日（节假
日顺延）下午3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鉴定摇号室
参与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
构、现场勘察、领取评估报告、提出异议、优先购买等相关权
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段建勇：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赵小科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逾期未履行2017）豫9001民初793号民事判
决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
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依法审查决定将
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占红：本院受理的原告袁玉伟与被告杨玲玲及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9001民初61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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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波：本院受理的原告靳迎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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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7416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 5 万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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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波：本院受理的原告赵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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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财保402号裁定
书，查封你名下位于济源市壹号城邦18号楼东单元21层西
户的房产。另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7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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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迎玲：本院受理赵娜诉你及田胜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5419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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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郑春光：本院受理原告马克红、马国防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
10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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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
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清泉（又名李双才）：本院受理原告常玉国诉你与李合义、
李林秀、谢秀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20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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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勇：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卢麦香、王绍东、赵素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10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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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小连：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济源市金河奶业有限公司、陈文伟、崔小连、李红
波、汤爱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9001民初39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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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志阳、汤传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9001 民初 1489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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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然饮品有限公司、刘金波：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济
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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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
342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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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
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富国：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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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9001民初62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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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迪益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任德智与你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 9001 民初 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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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迪益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伟伟与你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豫 9001 民初 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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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冬胜：本院受理原告卢斌、卢一飞、卢卫斌、刘迁、卢自龙、
郭俊超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六个案（案号分别为：2018豫
9001 民初 1367 号、1513 号、1376 号、1484 号、1512 号、148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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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济水源工艺品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苗利霞、侯小态：本
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文化管理处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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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利霞、侯小态：本院受理原告赵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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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
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利霞：申请人赵丹诉你与侯小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8年1月3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
法作出（2018）豫9001财保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
苗利霞名下位于济源市丽城花园6号楼2单元210室的房屋
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
卖、变更、转让、过户、抵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治国：本院受理原告吕亚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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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小红：本院受理原告李亚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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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卫东、马小红：本院受理原告苗维平诉你们与苗白旦、贾
玉琴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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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欣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新利诉你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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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扬：本院受理原告杨小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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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谭文忠：本院受理原告王朝诉你与卫玉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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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永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民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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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
（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霞：本院受理原告李宗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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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汤帝南路济
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军、郭志霞：本院受理原告郑景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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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
法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唐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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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
（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群丰：本院受理原告郑进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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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
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小霞：本院受理原告周保东诉你与翟卫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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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河南省新乡监
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印飞：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济水街道办事处东街居民委
员会第二居民组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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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
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酒嘻（酒潇潇）：本院受理原告卫凯月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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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
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