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公告1212 责任编辑 平慧莹

HENAN LEGAL DAILY2018/04/17 E-mail:hnfzbggb@126.com 电话：0371-86178087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阎庆生、阎东丽：本院受理原告阎庆生诉阎建设、阎春玲、阎
东丽继承纠纷一案，现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103民监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原审原告阎庆生诉阎建
设、阎春玲、阎东丽继承纠纷一案进行再审。同时公告送达
(2018)豫0103民再4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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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缺席
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新亮：本院受理原告张真真诉被告张新亮房屋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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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2018）豫0105财保269号民事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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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广占：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财富广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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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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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自海、王利敏：本院受理原告刘会霞诉你们及王玉娟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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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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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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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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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朝鹏、苏春燕：本院受理原告李永立、朱国顺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
告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
知书、告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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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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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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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喜罕：本院受理原告李永立诉你及金景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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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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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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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爱国：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南岗
社区居民委员会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风险告知
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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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10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京信物贸有限公司、濮阳濮范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周口新兴钢材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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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消费通网络有限公司、河南梓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王莉婷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本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6）豫0105民初27609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豫0105
民初276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
楼祭城法庭206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若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
本一式十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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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楠楠：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海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4331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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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
费，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本院受理的
原告马占超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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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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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洪梅：本院受理原告崔西飞诉你及被告冯绍良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336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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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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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志中：本院受理（2017）豫0105民初字第19038号原告刘艳
芳诉被告丁志中、苏和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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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
及（2018）豫01民辖终195号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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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
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南楼409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书平：本院受理的原告张保山诉你及李保国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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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芹、张春光：本院受理的原告王想林诉被告沈芹、张春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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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19815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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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
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招
待所诉被告张志伟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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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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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常青：本院受理原告任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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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飞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豫中石
化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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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
四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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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营：本院受理原告秦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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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105民初5282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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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恒发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树
枚诉你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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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毕艳美：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奇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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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英峡、董记红、郑州海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徐春燕诉被告陈英峡、董记红、贺建厂、闫锁刚、郑州海
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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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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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泓量：本院受理的原告冀明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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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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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泓量：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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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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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东明：本院受理原告刘玉峰诉被告陈东明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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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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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泓量：本院受理的原告高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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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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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东北楼201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帅创：本院受理原告朱太群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豫0105民初
26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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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105 民初57 号

梁泽银: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奥斯卡建文影城有限公司诉你与
被告梁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 民初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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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公告
位书霞：本院受理（2018）豫0102 民初825 号原告魏新霞诉
被告王三州、位书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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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南办公区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403民初1253号

李留群、李凤亭：本院受理原告李朝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豫
0403民初12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留群、李凤亭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李朝阳支付货款102571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102571元为基数，自2010 年4
月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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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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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风：本院受理上诉人王伟与被上诉人武风、李烨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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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五楼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出庭时需携带身份证及复印件，代理人需携
带委托手续、执业资格证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委托单位
身份证明材料。未携带或携带不全的视为缺席。被传唤人必
须准时到达应到处所，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军强：本院受理的赵朝娟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726 民初
33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原告赵朝娟与被告秦军强
所生育子女秦子媛、秦子凡、赵子琪暂由原告赵朝娟抚养，抚
养费自理。案件受理费100元，公告费480元，由原告赵朝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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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5月09日10时至2018年05月1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对豫A813R9威客轻型客车一辆、豫A6N02N丰田牌
小型轿车一辆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
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5262.7189077.0.0.AWywX
W&user_id=2072461411，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苗建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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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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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金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石敬和与被告
济源市通汇摩托配件有限公司、韩备战、吕建建（吕建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案情需要，追加你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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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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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济河、崔宗燕：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与王文林、张小建、济源市恒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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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建玲：本院受理原告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
告郭君剑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你应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
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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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惠泽贸易有限公司、燕香玉、张随战、白学敏、牛金
波、济源市金恒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开山通用机械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9001民初
16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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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白晨光、孙飞、李平军：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白晨光、孙飞、李平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
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的原告董明祥诉被告杜成、林豫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河南君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03民初63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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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富有：本院受理原告史向涛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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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和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俊华：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02民初1828号

倪振亚、倪鹏飞：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中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及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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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艳玲：本院受理原告张成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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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廉长海：本院受理张利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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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山根：本院受理原告冯新雨、郑阳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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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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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革局、王保军：本院受理原告柴振华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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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县五交化公司、杨现明、郭勇、吴永刚、高新平、何玉芬、
肖天赐：本院审理的孙国平与赵瑞民、丁巧珍、郭璞、刁东升、
李海金、曲宜克、秦永亮、王建民、何海林、郭建渠、马德礼、索
秀军、蔡双喜、史合林、郭连生、李建中、河南腾达建筑有限公
司及你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延飞、张景芳：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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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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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卫国、武文骄：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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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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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平冲、吴琼：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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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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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珂：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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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的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京林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追偿权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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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献群：本院受理原告孙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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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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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强、李凤霞：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彭青风申请执行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和报告
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
告期满后立即履行本院（2017）豫0502民初1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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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春平：本院受理原告杜英只、刘海庆、刘海霞、刘玉庆诉你杜
春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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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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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敬只：本院受理原告原涛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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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18年7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长红：本院受理原告刘新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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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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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碗艳：本院受理原告潘艳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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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6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现华：本院受理原告刘召召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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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市金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齐存喜、汤阴中泰置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姬志红诉你们租赁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给付租赁费132166.72元和违约金14880.13元及返还部分租
赁物，并由汤阴中泰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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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建青：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河顺信用社
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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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9号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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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凌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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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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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溧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