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合先、马静静、沈志辉、郑州共喜货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河南广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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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传岭、白兆伟：本院受理原告郑州明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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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力、冯民芳：方震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以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向你送达（2018）豫0105执1096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令财产令、执行决定书、限制高消费令、执行
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出的
（2017)豫0105民初20518号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
行，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天峰：本院受理原告郭秀鹏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定程序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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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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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乐（曾用名李杰）、郑州市金祥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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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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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杰：本院在执行河南金孚实业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周口
市永顺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程守利、刘秀芝追偿权纠纷一
案中，申请执行人河南金孚实业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书面
申请，请求追加李红杰为本案被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异28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裁定
追加李红杰为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河南省郑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翟霞：本院在执行张红伟申请执行郑州管家婆房地产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张红伟向
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张肖飞、翟霞为本案被执行
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105执异239号执
行裁定书，裁定书裁定追加郑州管家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股东翟霞为被执行人。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国锋：本院受理原告王新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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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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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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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喜妮：本院受理原告王关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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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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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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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留行、王德敏：本院受理原告陈柯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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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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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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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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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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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今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陈东丽：本院受理原告
席有森诉你们居间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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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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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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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高义智慧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功文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191民初237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526室领取上述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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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效力。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丁青松：本院受理原告代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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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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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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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青松：本院受理原告杨向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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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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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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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青松：本院受理原告刘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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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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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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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艳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华启金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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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谊：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华启金管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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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力达混凝土有限公司、宋志超、贾红强、王建华、王路
明、王志刚：本院在执行河南康滑石油化工制品销售有限公
司与河南力达混凝土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因申
请执行人河南康滑石油化工制品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提交
书面追加被申请人宋志超、贾红强、王建华、王路明、王志刚
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人申请书、本院
（2018）豫0105执异233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开考：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九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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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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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个工作日上
午9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亚鹏：本院于2018年5月10日受理的原告孟兴民诉你及
沙海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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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吕彩霞、乔红旗：本院受理原告范明星诉你们与王小燕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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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成建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济源欧凯龙家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公
司与成文生、党杏梅、李冠君、张妍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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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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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成建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济源欧凯龙家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公
司与程百珊、翟亚娟、王东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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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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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成建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济源欧凯龙家居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公司
与冯伟、赵晶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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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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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东河：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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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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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生：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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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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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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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书征：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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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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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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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305执1127号

赵欢欢：本院受理陈丽丽申请执行你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
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民终 2124 号判决书已经生
效，因你下落不明，拒不履行还款义务，本院于2018年5月
15日对赵欢欢名下位于涧西区珠江路369号洛阳升龙城B
区10幢1-602（洛房权证市字第00201334号）房产依法进行
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限公告刊登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常康龙：本院受理的上诉人王跳门与被上诉人常康龙、李松
源，第三人洛阳市飞鸿矿业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民
终 1654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响前：本院受理原告卫新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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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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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会合：本院受理原告杨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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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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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丹霞、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本院在审理洛阳农
村商业银行与王丹霞、洛阳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外人袁秀山对本院查封王丹霞名下
位于洛阳市瀍河区恒大绿洲1幢1-302号的房产提出书面异
议，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02执
异2号执行裁定书。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继成：本院受理原告王天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民初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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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灿强、杨娟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
与二被告就洛阳市洛龙区绿都塞纳春天二期 8 幢 2 单元
2-2801号房屋签订的编号为YS0233924号《商品房预售合
同》。并判令被告在合同解除后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
权撤销、预告登记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
金变更等相关手续；二、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代偿的按
揭贷款17000元及所对应的利息（利息自代偿之日起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722.5元；四、请求
依法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10000元；五、本案诉讼费
及律师代理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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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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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审
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振光：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绿都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商品
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
就洛阳市洛龙区绿都塞纳春天二期9幢1单元1-901号房屋
签订的编号为YS0127398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判令被告
在合同解除后三日内协助原告办理抵押权撤销、预告登记
注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撤销及维修基金变更等相关手
续；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的按揭贷款18419.63元
及所对应的利息（利息自代偿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三、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868.06元；四、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赔偿金10000元；五、本案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等
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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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和16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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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审判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益党矿产品有限公司、洛阳喆达车桥制造有限公司、郭
翱梁、王雷、王义兴、郭社星：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4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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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戚利娟、白增强、藏天奇、张成楠、藏留蛟、洛阳市天帅工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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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11民初4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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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娅、段松杰、藏天奇、张成楠、藏留蛟、洛阳市天帅工贸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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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豫0311民初4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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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延召：本院受理原告贾建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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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世峰：本院受理原告曹红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案号（2018）豫0311民初2508号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与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欢欢：本院受理原告崔新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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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长
水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广宜镁盐有限公司、王国子：本院受理原告史茂祥诉你
二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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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七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耀腾顺置业有限公司：上诉人虞城县谷熟镇汤庄村委
会汤庄村民组与被上诉人你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8年6月7日作出（2018）豫14民终2177号民事裁
定，撤销虞城县人民法院（2018）豫1425民初1137号民事裁
定，本案指令虞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2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池洪彬：本院受理原告张淑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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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百岳（身份证号410901197409242739）：本院受理裴学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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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朝：本院受理原告司马记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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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被告王桂朝偿还原告
司马记常借款本金 29800元及利息（自2017年1月12日起
至付清日，按年利率 6%计算），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
清；二、驳回原告司马记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5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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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公太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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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41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公太与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
4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庆兵：本院受理的原告谷谋香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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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1024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谭彬：本院受理原告孙午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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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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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秀琳：本院受理原告周立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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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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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学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诉
你和濮阳市中鹄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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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希望：本院在执行杜豫鲁与你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你至今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查明，你名
下有车牌号为：鲁PGＹ366奥迪牌汽车一辆。根据申请执
行人的申请，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选择评估及拍
卖机构通知书。该执行通知书载明：责令你在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三日内履行（2015）范民初字第008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报告财产令载明：令你收到本通知后立即申报前一
年的财产情况；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通知书载明：要求你在收
到本通知后，三日内即来本院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本院
将依法指定评估及拍卖机构，并通知你来本院领取评估报告,
以上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广：再审申请人张雪与被申请人何金忠及一审被告、二
审被上诉人张红广赔偿损失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
15 日作出（2018）豫 15 民申 4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再审本
案。因你下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公告送达裁定书，自
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晖、张徐夫、潘厚春：本院受理原告张兴春、李广荣诉你执
行异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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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燕：本院受理原告刘玉琴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失共计
7000元；二、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拖车费共计
2000元；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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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有倩：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德万申请宣告李有倩失踪一案，
经查李有倩，女，1989年11月14日出生，住固始县武庙集镇
汪楼村老营组。身份证号：413026198911144240。申请人
称，李有倩于2013年2月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
寻人公告，希望李有倩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期
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科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周卫康：本院受理原告陈太从
诉你们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11民初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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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蕊、余波平：本院受理原告张中献诉你们执行异议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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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二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芳、张铭鑫、张皓普、张玉学、张送环：本院受理原告童
建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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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店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永言、朱振强：本院受理张梅先诉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18年8月29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中霞、常俊鹏：本院受理朱占轩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2018年8月29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魏睆：本院受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定于
2018年8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
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保英：本院受理原告悦国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239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国河：本院受理原告齐秋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400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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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建宾、张国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社陵阳信用
社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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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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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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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永德、翟永志（曾用名翟永智）：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临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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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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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超：本院受理原告郭国正与被告王伟超、郭随正、周丰
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82民初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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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彩玲：本院受理原告周军合起诉被告曹彩玲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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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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