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淑广：本院受理原告霍军周与被告杨淑广、王保民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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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为答
辩期间，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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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松林：原告孙明钦、任广停诉被告梁松林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
15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
常路中心人民法庭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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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晓军：本院受理张晓行与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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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郝永锋、关改花:本院受理原告莫益国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二人具体地址不祥，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282民初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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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景选革、李雪：本院在审理原告杨选辉、师太谋诉你二人民
间借贷纠纷两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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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蔡伟、张培培：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蔡伟、张培培、冯强、邢俊丽、陈贵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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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蔡
伟、张培培共同偿还贷款本金24万元及利息3.783267万元，并
自2018年5月1日起按约定利率（月利率17.055‰）支付利息
至贷款全部还完为止；2.判令冯强、邢俊丽、陈贵彬对上述贷款
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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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9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萌：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浩开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
初16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
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成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云建华、王金玲、云明伟、司建
勋、司华勋：本院受理原告朱红山诉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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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之日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缺席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全喜、乔福宽：本院受理原告赵江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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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豫0711民
初227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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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斌：本院受理原告王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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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屈建伟：本院受理原告郭胜利诉你及关公民、张宾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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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在本院汝南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云凤：本院受理原告张春光诉杨云凤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18）
豫1628民初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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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鹿邑县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红英：本院受理原告武福灵与段红英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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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2018年9月12日）
在本院家事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雷（张磊）：本院受理原告马晓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向法
庭提供证据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上庄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望你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园园：本院受理原告刘丰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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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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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梦：本院受理原告张玲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人民法院新甸
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欣、邢中超：本院受理赵阳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18）豫1323民初1463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欣、邢中超：本院受理齐浩东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18）豫1323民初146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新丽、庞海峰：本院受理西峡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8）豫 1323 民初 145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
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涛：本院受理马恒远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2018）豫1323民初130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答辩。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新丽：本院受理王晶晶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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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323民初962号

章玉峰：徐振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
因无法用其他法定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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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则视为你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请
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到本院
第八审判庭开庭，逾期不出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910号

丁焕青：庞柳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
因无法用其他法定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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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则视为你对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
请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到本
院第八审判庭开庭，逾期不出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23民初951号

洛阳天娇置业有限公司：袁静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受理。因无法用其他法定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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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则视为你对
相关诉讼权利的放弃。请你在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二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8时到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逾期不出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平：本院受理金宝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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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褚吉燕：本院受理原告杨老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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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本院家事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运合、淅川县鸿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海
霞）：原告田吉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给你们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给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26
民初1034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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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期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淅川县人民法院九重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无
故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缺席判决。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鑫、侯金有、周茂荣：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镇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
豫1324民初1303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
1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劳动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南召县城郊乡上店村杨树沟组郭华山：原告石玉霞
与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诉讼
请求如下：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64973.77元。
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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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间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白
土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艺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阳泛亚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国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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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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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梅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市计算机技术中心：本院受理原告刘国方与你与陈瑞
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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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答辩、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梅溪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1820号
马久里、阮付恒：本院受理原告郭玉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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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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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396号

刁德军：本院受理原告翟小景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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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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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303民初1266号

邢群生、张建华：本院受理原告翟伟与被告邢群生、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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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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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卧龙法庭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社旗县勇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河南康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河南浦康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登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白华勇：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瑞鑫典当有限公司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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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立、刘丽：本院受理韩培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
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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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景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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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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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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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灿民：本院受理原告王合朝诉你民间借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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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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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限届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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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3民初1319号

石建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振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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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2民初2000号

韦建民、赵俊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翼龙贷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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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2民初2042号

张石军、刘军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翼龙贷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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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202民初2043号

程巧胜：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翼龙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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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利芳:本院受理原告张秋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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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卡、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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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宜华滚动体有限公司、张斌、徐青兰：本院受理的原告
司江龙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
被告宜华公司偿还原告本金1400万元，逾期利息1074.05万
元（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暂计算至2018年2月8日，详见利
息计算表）；2018年2月9日之后的利息以1400万元之本金
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依
法判令被告张斌、徐青兰对宜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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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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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宜华滚动体有限公司、张斌、洛阳顺隆置业有限公司、
张顺利、张磊、徐青兰：本院受理的原告司江龙诉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张斌偿还原告
本金1000万元，逾期利息704.7333万元（按照月利率2%的
标准暂计算至2018年2月8日，详见利息计算表）。2018年2
月9日之后的利息以1000万元之本金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
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依法判令其他被告就第
一项诉讼请求与被告张斌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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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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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顺利、洛阳宜华滚动体有限公司、徐青兰、张斌：本院受理

原告司江龙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令被
告宜华公司偿还原告本金840.72万元，逾期利息555.7253万
元（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暂计至2018年2月8日，详见利息
计算表）。2018年2月9日之后的利息以840.72万元之本金
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判
令被告宜华公司、徐青兰、张斌对张顺利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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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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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苗方博：本院受理原告袁麦林、吕东文诉被告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
520号一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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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少斌：本院受理原告刘万智、阿优福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8 民初 726 号、
（2018）豫0328民初720号一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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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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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正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众成建筑
物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517号民
事判决书：一、被告洛阳正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有限公司支
付租金57212元及利息（以5721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年利率
6%的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止）；二、被告洛阳正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有限
公司返还钢管2862.7米、扣件4756个，并按照约定的钢管每
米日租金0.009元,扣件每个日租金0.005元的标准,自2017
年12月1日起计算租金至租赁物实际返还之日止；三、驳回
原告洛阳众成建筑物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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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石娃：原告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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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送达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
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龙耀：原告洛阳市德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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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送达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
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
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开乐、朱伟延：原告朱海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523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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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隆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原告洛阳市洛龙区兴平建材
商行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当事人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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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送达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
在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审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正键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宋海伟：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豫0311民初519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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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鹏、河南鑫汇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雷洋诉
你们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311民初6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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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静歌：本院受理原告杨寿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1046号
民事判决书：准予原告杨寿国与被告朱静歌离婚。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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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德和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郭清周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93600元及其逾期付款的债务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
率 1.5 倍为标准，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
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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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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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通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张振先、谷江涛：本院受理上诉
人邱冰冰与被上诉人河南通通通物流有限公司、张振先、谷
江涛合同纠纷一案，邱冰冰因不服洛阳市洛龙区（2017）豫
0311民初3838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60日后
第二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日顺延），在本院23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按照缺席审理。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管家婆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张肖飞、翟霞：本院
在执行张红伟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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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申请执行人提出书面追加申请，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执行人本院（2018）豫0105执异54号执
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执行局730室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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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本院提起异议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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