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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世梦：本院受理原告高彦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621民初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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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5月21日10时至2018年5月2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消防北路北段西侧1幢1号
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
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杨法官，联系电话：
17603708511。

温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温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5月7日10时至2018年5月

8日10时止在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温县产业集聚区纬一路东段的河南祥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钢架车间框架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拍卖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https://sf.taobao.com/sf_item/567378932957.htm?
spm=a213w.7398554.paiList.2.7LZc4v）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商法官，联系
电话：0391-2656275、17739169556。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栗振云、石鹏飞、张进杰、董海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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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7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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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军梅、王宇：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
信用社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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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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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保庆：本院受理原告冯永国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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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523民初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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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庞卫星：本院受理汤阴县宜沟镇胡勇街村村民委员会诉你
不当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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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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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军平：本院受理未建林、安爱民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延误工期造成的损失 411909.3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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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红星：本院受理原告乔留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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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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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庆：本院受理原告郑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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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2018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人王国占申请宣告王会淑失踪一案，于

2018年1月10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3个月，现已届满，王
会淑仍下落不明，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并于2018年4月13
日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王会
淑失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战威：本院受理原告王伟杰、王江涛、王海锋、王志明、王
才社、李振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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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红：本院受理原告刘永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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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继伟：本院受理原告刘瑞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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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海廷：本院受理原告刘海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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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景利娟：本院受理王景环诉滑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
用社、冯秀兰、宋然、宋金花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民终30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冯相金、张保成、李栓全、马晓云、马建合、郝普霞、马小林、
张培森：本院受理的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用社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05民终715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瑞铭、刘中超、张运芳、王双喜、石新玲、史桂生：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原支行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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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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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史文莲、田文英、周福玲、王洋洋、薛志利、袁春艳、马献龙：
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原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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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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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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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德雷、朱志雷、田海赋：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原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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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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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立业：本院受理曹存庆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6民初28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王立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曹存庆
偿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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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928民初2165号

申君标：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万帮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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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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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利飞：本院受理原告李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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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善民（曾用名贾献民）：本院受理原告蒋双军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902民初1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内容为：被告贾
善民偿还原告蒋双军借款本金528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
年1月18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付清之日），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60元，由被告贾善民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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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瑞光：本院受理的汇中利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09执1号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执行通知书、失信被
执行人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成志、董尚坤：本院受理的程国权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执73号执行通知
书、财产申报表、执行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执行决定书、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强、李焕姐、聂雪飞：本院受理的程国权申请执行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执77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申报表、执行通知书、失信被执行人执行决
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辛力、李秀婷：本院受理原告孟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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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石小山、陈勇利：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孙凤侠、被上诉人
陈向阳、原审被告吉迎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3 民终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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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催2号

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洛阳市智锐机
械 加 工 有 限 公 司 的 公 示 催 告 申 请 ，对 其 遗 失 的 票 号
10400052/24623291、票面金额 200000 元，出票日期为 2013
年6月9日，出票人为洛阳鑫迪铁道电气化有限公司，收款
人为洛阳市智锐机械加工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营业部，汇票到
期日为2013年12月9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判决：一、
宣告申请人洛阳市智锐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10400052/24623291、票面金额200000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洛阳市智锐机械加工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91民催1号

本院于2018年1月2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洛阳鸿景贸易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 10400052/
21712652、票面金额 43206.4 元，出票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6
日，出票人为洛阳鑫迪铁道电气化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洛阳
鸿景贸易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营业部，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9
月6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18年4月17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洛阳鸿
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10400052/21712652、票面金额
43206.4元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
申请人洛阳鸿景贸易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斌：本院在审理原告郭吉祥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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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振堂、赵丹、洛阳唐豪斯文化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邵帅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向
原告返还位于洛龙区开元大道 219 号 2-6 幢 1-114 商铺；
二、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今实际腾
空之日止期间按照月租金2.5万元的标准计算的租金；（暂
计算至起诉之日为数额为55万元）；三、本案的诉讼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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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营：本院受理孙动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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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二日上午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城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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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高峰、任晓英、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洛南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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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下午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康月胜、白向利、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洛南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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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延、周小飞、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洛南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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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国国、宋彦英、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洛南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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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第三日下午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光辉、申利轩：本院受理原告张红辉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11
民初4848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孔濨观：本院受理孟现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温温：本院受理张静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星星：本院受理刘运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遇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洛阳圣沐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洛阳隆悦实业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
王利霞，原审被告张代民、伊川县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洛阳圣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3民
终70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电锋、黄丽丽：本院受理上诉人张永军诉被上诉人刘电
锋、黄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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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终25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姬利峰：本院受理的原告姬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260000 元及利息
129800元（暂计算至2018年3月5日，以后利息按照双方约
定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及保全费由
被告全部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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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及平
顶山市广利达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新凯利商贸有限公
司、韩广黎、杨豪、王留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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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及（2018）豫0411民初965号、966号、967号、968号民事裁
定书、（2018）豫0411民初965号之一、966号之一、967号之
一、968号之一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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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满之后次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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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金玲：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
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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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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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可、平伟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平银基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们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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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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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邱辉峰：本院受理张艳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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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公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辛海周、索秀琴：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建军、闫利红与被上
诉人辛海周、索秀琴、原审第三人许航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
案，二审案号（2018）豫04民终139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案件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杰：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李文博、被上诉人李延超、原
审被告李家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民终313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樊来振诉你与
被告陈书永、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樊利敏诉你与被告陈书永、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两案的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四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中心法庭开
庭审理此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顾孝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柏帆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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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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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上午9时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湖中心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市大中矿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群英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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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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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一楼三号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庄成：本院受理原告闫随虎诉你和卢月琴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
程告知书及（2018）豫0804民初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一日上午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玉会：本院受理原告赵翠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缺席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 0883 民初
22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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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克文：本院受理孟祥亭申请执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402执962号执行通知书、限期
申报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
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帅、靳攀锋：王文娟申请执行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402 执 1118 号执行通知
书、限期申报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三日内自动履行已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和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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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9时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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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喜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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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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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贵州、郭史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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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万朝、秦保亮、秦怀英、秦玉林：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采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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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581民初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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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林强、侯爱国、刘文拴、张建卫：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桂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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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581民初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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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宝贵、桑松珍、常青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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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8
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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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丽娜、李庆、卢志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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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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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富强、郭军开、郝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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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
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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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