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身份证号码411324197912170114）、王世岑（身份证
号码41292519770401001X）、南阳市益海玉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南阳市长江渔人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善善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
行诉被告邓华冰、王志、李春华、王湘、王世岑、仵娟、尹应
卯、南阳市益海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阳市长江渔人实业
有限公司、河南善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1303民
初 560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被告邓华冰偿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借款本金182.117312万 元，并自2017年3月27日起按合同
约定利率计付利罚息至该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王志、李
春华、王湘、王世岑、仵娟、尹应卯、南阳市益海玉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南阳市长江渔人实业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条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河南善善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对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清偿责任。案件受理
费21191元，由被告连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合议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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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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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303民初100号

王静：本院受理原告高小峰诉被告王静离婚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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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卧龙区人民法院蒲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霞、王金娜：本院受理原告燕桂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邮寄应诉手续被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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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人敬：本院受理原告燕桂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邮寄应诉手续被拒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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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的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1303民初2857号

薛立（身份证号码412901197301192014）：本院受理原告
张丽芝诉你、孙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1303民初28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高新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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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爱柳：本院受理河南西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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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在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之后三日
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秋梅：本院受理靳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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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在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
届满之后三日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荣和：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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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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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玉侠：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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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梨梦：本院受理原告李彦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初54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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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9民初920号

齐林波、赵国华：本院受理原告齐澜波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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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野县
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9民初1343号

谢尚卿：本院受理原告薛石磊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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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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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
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9民初1106号

鲁珂：本院受理原告王杰辉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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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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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人
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邢晓瑞、赵正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为金融借贷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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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化刚、洪兴茹、海本勤、周仁雪、李香连：本院受理南阳市
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案
【（2016）豫1302民初字第4615号】，本院依法判决周化刚于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借款本金300000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2年9月19日
起，按月利率9.6‰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被告洪兴茹，海
本勤，周仁雪，李香连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敏：本院受理原告文康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内，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白河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宝丰县崇智商行：本院受理徐玉梅与你商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商行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办
公地点长期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商行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1民初
21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宝丰县崇智商行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徐玉梅借款本金10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宝丰县崇智商
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宝丰县崇智商行：本院受理常艳乐与你商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商行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办
公地点长期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商行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1民初
209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宝丰县崇智商行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常艳乐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5
元，由宝丰县崇智商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宝丰县崇智商行：本院受理边少兵与你商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商行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办
公地点长期无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商行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1民初
20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宝丰县崇智商行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边少兵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66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65元，由宝
丰县崇智商行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白孩：本院受理原告赵文文、王学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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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赵文文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赵文文借款
本金11000元及利息（月息2分，自2014年5月22日起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原告王学习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王学习借款本金1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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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延
至第一个工作日）上午9时在鲁山县人民法院昭平湖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合国：本院受理的刘建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18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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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柯：本院受理原告冯惠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84民初403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龙湖中心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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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郜松建、张艳丽、河南上蝶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龙图置
业有限公司、河南驰龙实业有限公司、郑州市永通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刘建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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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豫0184民初7174号
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依法判令被告郜松建、张艳丽偿还
原告借款及利息共计14000000元，并自2017年8月7日起至
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被告河南上蝶阀门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龙图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驰龙实业有限公
司、郑州市永通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由被告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三审判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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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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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8年07月02日10时至2018年07月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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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778D雪佛兰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进行
首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https://sf.taobao.com/
0371/1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
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霍庆师：本院在执行洛阳圣恩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与济源市
鼎泰精化有限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罚款决定书，决定对济源市鼎泰精化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霍庆师罚款5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限你在公告期满后第三日内交纳。如不
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口头或者书面
向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
止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杰：本院在执行卫玉荣与河南华凯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罚款决定书，
决定对河南华凯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杰罚款
5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
限你在公告期满后第三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
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口头或者书面向河南省济源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小环、葛保洲：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春玲与你二
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在本院向你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后仍未履行，
本院将依法对登记在葛保洲名下的位于济源市水厂街自来
水公司家属院小院1幢6号房屋（产权证号：6926号）进行评
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到本院
办理有关现场勘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
关事宜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二人
应自公告期满一个月内将屋内物品全部搬出，并应自公告
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3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
四楼鉴定摇号室联系办理现场勘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
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
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小环、葛保洲：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香与你二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在本院向你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后仍未履行，本
院将依法对登记在葛保洲名下的位于济源市天坛街道办事
处商业城房产证登记号为668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依
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到本院办理有关现场勘
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二人应自公告期满一
个月内将屋内物品全部搬出，并应自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
星期四下午3时到本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鉴定摇号室
联系办理现场勘验、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
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
法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葛小红、王建：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香与你二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二人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在本院向你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后仍未履行，本院
将依法对登记在王建名下的位于济源市天坛街道办事处商
业城18号楼16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到本院办理有关现场勘验、评估报告送达、
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你二人应自公告期满一个月内将屋内物品全部
搬出，并应自公告期满后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3时到本院立案
诉讼服务中心四楼鉴定摇号室联系办理现场勘验、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自动放弃
相关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财产。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新郑市讯达电缆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华中
冶金机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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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本院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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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有军：本院受理原告卢江华诉你及王波、李军、济源市博
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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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地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孟州市永大
纸制包装品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等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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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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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金冠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远发
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梵胜永诉你二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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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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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中心法庭（思
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聂海周：本院受理原告高慧芳诉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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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小霞、李胜利、崔艳波：本院受理原告范红记诉你们与卢
凡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7）豫9001民初50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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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林峰、李彦：本院受理济源市盛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们与吕卫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9001民初7053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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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商秀清、张会听：本院受理河南翼龙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济
源分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525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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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董巧莲：本院受理原告师现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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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7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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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金冠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远发
分公司：关于原告梵胜永诉你二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为（2016）豫9001民初367号，现将河南华宇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综合服务楼项目预算》公告向你二
公司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请
于期满后15日内提交异议并提供相关依据。逾期未提交异
议的视为对预算书无异议。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矿用电
器有限责任公司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七十二团煤矿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申请追加你公司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追
加第三人通知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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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济源市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济源奔月酒店有限公司：申请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汝河路支行在与你公司及郑州达普商贸有限公司、刘
毅、栗宁（2018）郑仲案字第0180号仲裁案中，向郑州仲裁委
员会申请财产保全，委托我院办理。本院审查后依法作出
（2018）豫9001财保20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河南
省济源奔月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济源市天坛办商业城第
一号大楼1-4层的房屋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
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变更、转让、过户、抵押。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
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垚：本院受理原告崔森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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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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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桂祥：本院受理原告贾运合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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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丽：本院受理原告黄瑞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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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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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坤：本院受理原告王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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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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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艳丽：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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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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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根升：本院受理原告郭洪军（郭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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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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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地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孔亮诉你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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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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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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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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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月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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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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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卫：本院受理原告赵宗结（赵建桥）诉你追索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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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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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卫：本院受理原告刘明强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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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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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卫：本院受理原告赵红旗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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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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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霞：本院受理原告成乐战诉你与酒瑞安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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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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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军建：本院受理原告李文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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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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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峰（刘小兵）：本院受理原告孔金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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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巨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向阳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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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国森：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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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源市直属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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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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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书征：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
源市直属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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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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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有仓、赵相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
分行诉你与河南华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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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光：本院受理原告牛满军诉你与赵金亮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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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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