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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2558号

贺桂荣：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行政区支行诉被告贺桂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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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 0105 民初
25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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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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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刘全、薛晓华：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荣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刘全、薛晓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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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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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5月9日10

时起至2018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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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市二七区西工房21号楼20号（产权证号：0501037320-0502
001556）共有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r
4A ，户 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玉平、魏连庆：本院受理原告曹留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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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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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平：本院受理原告冯忠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初302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区中心法庭领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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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绪潮：本院受理原告沈志安诉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91民初19600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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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任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续诉你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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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大明振动机械有限公司、牛金凯、陈士杰、廉秀梅、李
泯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东方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及河南金凯机械电子有限公司、牛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191民初20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区中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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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吉浦钧、李宁、郑州市康洁洗涤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余
凯诉你们及唐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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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宏阳：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市郑东新区全森木门建材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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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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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二彬、朱建彬：本院受理原告刘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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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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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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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立旺、张秋叶：本院受理原告张百礼诉你们民问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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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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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汀：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灵动梦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191民初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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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霄庆：本院受理原告蔡海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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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青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忠诉被告
郑州青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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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强：本院受理原告郑建敏、轩艳艳、刘超群、黎小平诉被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第三人刘国强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4777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
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楼412室进行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道成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新友谊食品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105民初2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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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送达期届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
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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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臧会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案件，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2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文甫、安见存、王喜红、赵艳芝、李民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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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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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强：本院受理原告李新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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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25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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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林、信和（郑州）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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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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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快审
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豫达锦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17）豫0105
民初27138、27137、27136号案件原告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金水分公司诉被告长葛市豫达锦润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105民初27138、27137、27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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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厂：本院受理原告陈泰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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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247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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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美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乔小勇：本院受理原
告于爱平、张平、魏朋朋、张苗苗诉你们劳动争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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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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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
快审速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万蜂蜂产品有限公司：原告孙圆圆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
26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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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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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道省：本院受理原告薛万鹏诉马道省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
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霞、金牮：本院受理原告侯保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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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民初
255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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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亚晓、陈涛、付红利、李怡飞、苏现兵、贾建强、李江、河南
省祥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汝州市中瑞矿业有限公司、河南
乾诚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依法定程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2017）
豫01民终13700号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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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二庭以诉讼服务大厅显示屏显示为准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春霞诉郭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
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少杰、河南百成大达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曹胜
利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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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红娟、郑州南利勇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常绍晋诉
被告南利勇、牛红娟、郑州南利勇贸易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举证通知书、答辩
通知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南楼祭城法庭
204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桂峰：本院受理原告杨科诉你合同纠纷案件，现本院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快审速裁中心
20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晓丽：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晓丽物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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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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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前进、武秀珍：本院受理原告翟朝阳诉被告毛娇芳及你们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追加第三人申请书、参加诉讼通知书、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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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留兴：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兰博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刘留兴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增加诉讼
请求申请书、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8）豫
0105财保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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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
判庭开庭审理。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基斌：本院受理原告泌阳县吉霖石材厂诉你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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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
本、本院的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泌阳县吉霖石材厂要求由你偿还
货款175400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书面答辩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8日上午10时在
泌阳县人民法院春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会杰、孙会宇：本院受理河南省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该案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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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廉村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勇跃：本院受理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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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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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廉村人民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903号

杜俊杰、杜国臣：本院受理原告王思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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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1011号

王爱玲：本院受理原告李跃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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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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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怀珍：本院受理原告魏力克、原告赵小燕、原告魏阿丽诉
你及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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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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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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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宝：本院于2018年3月14日对原告田寸义与被告李海英
及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依法作出（2017）豫0411民初
248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田寸义不服提起上诉，现将上诉状
副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
告送达期届满后再经过15日答辩期，如果你届时未提出答辩，
本院将依法将本案报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建伟：本院受理原告李玉杰与被告田建伟、杨建军、田长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豫0482民初10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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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徐爱英：上诉人乔天鹏与被上诉人赵春芳及原审被告徐爱
英、乔梦梦、乔燚楠、牛要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民终1357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本案按上诉人乔天鹏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
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宏杰、许昌海东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许昌市天明建筑
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焦作市三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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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B207室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晓磊:本院受理原告祝红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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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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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董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中心支公司起诉董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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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振宇、沈东霞、端木成才、赵二发：本院受理原告李丙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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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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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后的15日之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辛店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国良、王英、魏威、驻马店市驿城区豫兰家俱商贸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贾锡林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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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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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保民：本院受理原告丁艳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6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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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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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本院受理原告苏志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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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好新：本院受理原告开封市第二运输总公司诉你方挂靠
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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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博：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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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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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琪：本院受理原告李学强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豫0802民初378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
下：驳回原告李学强的起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
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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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猛：本院受理李芸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1502民32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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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丽、叶峰：本院受理原告孟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为：一、判令被告李丽、叶峰偿还借款278000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仙法：本院受理原告卢琼诉被告刘仙法、第三人镇平县百
货商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豫1324民初2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
原告卢琼与被告刘仙法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二、限被
告刘仙法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退还原告卢琼500000元履
约保证金；三、限被告刘仙法于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原
告卢琼违约金100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被告刘仙法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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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军：本院受理原告王统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本院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豫1302民初48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一、限被告李红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统凤借
款本金483000元及利息75000元；二、判令被告李红军自2015
年12月18起按照月利率2%支付原告借款本金483000元的逾
期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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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送达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东平、袁莹、叶红基：本院受理原告李臣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1303 民初
52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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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灵宝市金华矿产品有限公司、河南轩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坡、董月琴、王超华、张建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宝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宝支行诉请为：一、判令被告灵
宝市金华矿产品有限公司偿还原告870万元及利息；二、判
令被告河南轩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张建坡、董月琴、王超
华、张建梅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三、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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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第二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李亿民诉被
告河南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裕华建设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灵宝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解除2015年10月13日原
告与被告河南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五龙西道路施
工合同，并判令被告河南盛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返还原告
的 管 理 费 50000 元 ；二 、判 令 三 被 告 支 付 原 告 工 程 款
595391.05 元，并承担逾期支付工程款期间利息暂定为
78889.29元（利息从2015年12月1日计算至2018年3月15
日，以后利息按照年息6%计算至三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损失50000元；四、判令三被告承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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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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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18
年6月25日15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敏、何铁镇：本院受理原告扶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王
亚琪及你们二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1621民初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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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