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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5月21日10时至2018年5月2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登封市泓源小区成套住宅，豫A5V588帕萨特
车，豫AN5W99北京牌车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
址http://sf.taobao.com/0371/14。

登封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8年5月21日10时至2018年5月2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登封市卢店镇建筑面积为106平方米的建筑进行公开
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5月24日10

时至2018年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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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sf.
taobao.com/0371/11，依法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大学
路东、政通路北C8号楼7层713号的房产，户名:郑州市二七
区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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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10

时起至2018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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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
市湖里区枋湖东一里 2 号 601 室（夏国土房证第 00732133
号）、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一里28号地下一层第421号（夏
国土房证第00732124号）车位；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285号1702室（夏国土房证第01068624 号）、厦门市思明区
思明南路285号之6（夏国土房证第01078580号）房产及车
位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仲京捷：本院受理李志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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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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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四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虎：本院受理的原告荣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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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启行：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恽芳诉你、贾鑫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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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合议庭组成通知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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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宁：本院受理的鲁磊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0203 执52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及(2017) 豫0203 执526 号执行裁定书(冻结、提取被执
行人李宁的银行存款;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部分财产)。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
满后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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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玉峰：本院受理的杜小辉、李兵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203 执234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及（2018）豫 0203 执 234 号执行裁定书(冻
结、提取被执行人常玉峰的银行存款；查封，扣押、拍卖、变
卖其部分财产)。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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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涛：本院受理金明区广盛建筑设备租赁站申请执行张
振涛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金明区广盛建筑设备租赁
站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0211民初95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执539号执行通知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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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卫彬、翟磊：本院受理黄鹏申请执行李卫彬、翟磊合同纠
纷一案，申请执行人黄鹏申请执行本院（2016）豫0211民初
908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执
403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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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封士康、陈娜娜、河南省两相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河南省奥优公共设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封士康、陈娜娜、
河南省两相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河南省奥优公共设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
0211民初1177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211 执 529 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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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东轩：本院受理开封市鼎泰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申请
执行陈东轩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开封市鼎泰建筑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0211民初49号民事
调解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11执455号执行通
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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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金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三申请执行
河南金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
人刘三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 0211 民初 2604 号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执 380 号执行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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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绍兵、孔桂琴、周起航、周培峰：本院受理赵二华申请执行
卢绍兵、孔桂琴、周起航、周培峰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赵二华申请执行本院（2017）豫0211民初800号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执 538 号执行通知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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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凯、杞县赵凯副食批发部：本院受理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赵凯、杞县赵凯副食批发部合同纠纷一案，
申请执行人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本院
（2017）豫0211民初3061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211执465号执行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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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代国亮：本院已受理原告侯现荣诉被告代国亮民间借贷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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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会克、李晓峰：本院已受理原告李盼盼诉被告徐会克、李
晓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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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同生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谷建华申请执行长葛
市同生机械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
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执恢4
号执行裁定书、恢复执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遂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建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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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永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苏勇、常莉、郭东辉：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新许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003民
初313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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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翠花、周建章、李慧娜、周涛、长葛市开元锅炉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左月月、岳根元、张俊花与被上诉人岳
战松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陶宏伟：李天义诉张志敏和你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禹州市
人民法院作出（2017）豫1081民初3722号民事判决书，张志
敏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作出判决，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民终43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
内容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群：本院受理原告李恒威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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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23民
初7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准予原告李恒威与被告
李秀群离婚；二、原、被告之女李悦由原告李恒威抚养，被告
李秀群不支付抚养费。。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李恒威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
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大）永:本院受理王春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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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2018）豫1723民初1369号民事裁定书。原告诉状要
求：一、离婚；二、判决被告按“共有财产约定协议”履行义
务，并交付两套房产。（2018）豫1723民初1369号民事裁定：
对被申请人陈大永（陈永）名下的位于乌恰县金鑫市场中心
2 号 楼 122 号 门 面 房 一 间 ，房 产 证 号 为 恰 政 字（2012）
00000135号的房产予以查封。自本公告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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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7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万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判决。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高举：本院受理原告李宁与你离婚后损害赔偿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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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
票、应诉、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要求给付
250000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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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平舆县人
民法院杨埠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殷辉：本院受理原告张得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1702民初939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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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五、河南金恒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倪东诉你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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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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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按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廖磊：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鸿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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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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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水利：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鸿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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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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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峰：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鸿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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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锦钰、费志杰：本院受理上诉人王新平与你二被上诉人及
陕县鼎弘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15日止。本案定于举证期限、答辩期限届满后第三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彩云、常虹：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
分行诉你们、三门峡吉元农林有限公司、平陆县海联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孙松奇、范海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202民初882号民事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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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民终1698号

罗勇：本院受理上诉人汪萍与你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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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向你依法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届满后的2018年6月26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

壁淇滨支行与被执行人刘卫国、葛纪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定于2018年5月24日拍卖被执行人刘卫国、葛纪英共有的
位于鹤壁市淇滨区黄河路西侧、长江路北侧菁华园小区1#
商住楼1-2层东2户（房产证号：1201011494）的房产，具体
竞买事项请登录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拍卖网。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树林：本院受理鹤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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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
及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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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下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另告知第四
审判庭旁听席位20个。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东波、尹娟、胡中华、胡杨明：本院受理鹤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及传票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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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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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广科:本院受理鹤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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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民事裁定书及
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另告知
第四审判庭旁听席位20个。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成：本院受理李凌云与王四林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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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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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恰、张要锋：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及白永梅、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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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之后第一日上午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梓豪、吴雷、王俊朋、麻红梅、甄冰冰：本院受理原告平顶
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及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411民初1125号、（2018）豫0411民初1126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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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之后第一日上午
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改名：本院受理原告向继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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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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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广明、白振清、莫中书、罗晓东：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城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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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7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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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香平、靳东来、郝炎民、王长喜、靳志庆：本院受理原告林
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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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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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富强、郭庆东、张顺飞、郭东凤：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姚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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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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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华、李建军、马林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城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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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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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华、李建军、马林霞、李相楼：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城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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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7月23日上午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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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春、郝伟吉：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
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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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9日上午10时3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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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清沙标准件厂（现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
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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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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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春蕾散热器有限公司、林州市力发精铸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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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7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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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林州市复合肥料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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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7月13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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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林州市井头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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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7月13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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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林州市井头铸造厂: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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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2018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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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清沙标准件厂（现林州市畅鑫精锻有限公司）、林州
市清沙铸造厂：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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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2日上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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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清沙铸造厂、林州市清沙标准件厂（现林州市畅鑫精
锻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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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2日上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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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科达铸钢有限公司、林州市东峰铸业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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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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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东峰铸业有限公司、林州市凯达精铸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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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在本院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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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东峰铸业有限公司、林州市科达铸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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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1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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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神龙汽配铸造有限公司、林州市威力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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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7日上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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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神龙汽配铸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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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
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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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松英、郭晓莉、李联兵、宋金付：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任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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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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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科达铸钢有限公司、林州市金马离合器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诉你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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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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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卫兵: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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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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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银先、程海艳: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任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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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10
时30分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