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陈朋举：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娜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清欣：本院受理原告张伟锋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82民初141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商一团队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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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军、河南鼎信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敏诉
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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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
假日则顺延）在本院B3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决。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向阳、陈建伟：本院受理原告张海金、吴小会、张铁栓、张
璐璐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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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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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遇节假日
则顺延）在本院B30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7号

张建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张建国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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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0号

张会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张会英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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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6号

杨洪科：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杨洪科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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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1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2号

徐延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徐延瑞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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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1时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8号

秦志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秦志新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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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29号

马国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马国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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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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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3号

吕新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吕新生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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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5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4号

李宗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李宗胜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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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5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1号

李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
市分行诉被告李洋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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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40号

衡家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衡家俊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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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9号

付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
市分行诉被告付蕊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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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4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35号

范伟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分行诉被告范伟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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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4时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46号

支张成、汪丹丹、张影、田军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分行诉被告支张成、汪丹丹、张
影、田军刚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711财保62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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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45号

王崇祺、任广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乡市分行诉被告王崇祺、任广亮金融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711财
保65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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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43号

李克华、尚世军、王小利、艾景龙：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分行诉被告李克华、尚世军、王
小利、艾景龙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711财保61号民事裁定书、起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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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711民初1842号

黄建霞、吴建胜、许莹、郝晶晶：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分行诉被告黄建霞、吴建胜、许
莹、郝晶晶金融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711 财保 64 号民事裁定书、起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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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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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立芳：原告汪丽诉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521 民初 27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黄立芳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
原告汪丽医疗费等各项损失费用共计6191.95元；二、驳回
原告汪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汪丽
负担15元，被告黄立芳负担35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楠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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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传芳：本院受理原告陈同德诉被告黄克红、李传芳
（413021196205205324）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1528民初188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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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磊（身份证号：411528199202060178）：本院受理原告张
东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1528民初27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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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超锋（身份证号：411528197102260034）：本院受理原告
赵建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判决，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豫1528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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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汀：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浉河区燕子图文设计诉你等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豫1502民初1593号民事判决书。限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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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因被告中国电信
集团公司河南省信阳市电信分公司不服该判决已经提起上
诉，同时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限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民
一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庆坤、程维兰、河南新长城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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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新峰：本院受理的信阳金牛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502民初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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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静、耿洪俊：本院受理原告王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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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502民
初1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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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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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育华、蔡德霞：本院受理原告陈海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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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502
民初112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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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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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任玉芳：本院受理原告赵功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通信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22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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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德文、许丽波：本院受理原告吴军成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联系地址不详，现公告向你们送达诉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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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东岳：本院受理原告闫自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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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2民初725号
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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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岳：本院受理原告闫自团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422民初728号民
事判决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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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军涛：本院受理原告吴亮亮与被告冯军涛、陈朝锋民间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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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亚兰：本院受理原告杨志勇与被告胡亚兰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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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原被告离婚。二、婚

生儿子杨子一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500元至儿
子十八周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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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5日上午10时3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
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禹晓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安与被告禹晓林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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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3220元。二、本案由被告承担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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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5日下午3时
3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志高：本院受理原告王永超诉被告曹志高、李春孝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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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请：一、要求两被告立即偿还
欠款7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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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0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
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林红亚：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郭文臣与被上诉人米娜，原审第
三人林红亚、郭新平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经
审理后作出（2018）豫04民终1386号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二审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 10 时至

2018年8月1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
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
裴丽娜所有的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路35号8号楼东3单元2
层32号住宅用途房产一套。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
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
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秦娟娟：本院受理原告马卫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94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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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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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召明：本院受理原告王平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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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8号民
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及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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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苗：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你和张柯、李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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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商佩、赵星星：本院受理原告程超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
初18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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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芳：本院受理原告王春娥诉被告贺芳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326 民初 10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盛湾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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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颜理：本院受理原告冯少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1326 民初 28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香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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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全建玲：本院受理原告张胜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与你离婚。因你长期外出，无具体联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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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上午8时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熊玉层：本院受理原告王林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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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民初104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九重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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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党彬：本院受理原告刘富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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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材料。诉状内容：一、要求被告偿还借款
220000元，支付原告违约金3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届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15 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晓丰、贺周扬：本院受理原告蒙文召与被告曹晓丰、贺周
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豫1324民初42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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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则发生法律效力。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志、秦朝晖、程鹏：关于申请人西峡县源盛公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诉程志、秦朝晖、程鹏一案已判决生效，现本院执行
局移送申请人对你三人所有的位于西峡县东湖路体育场西
侧，房权证号为西108203的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告知。限你于2018年9月11日上午9时到
本院技术科参与选择鉴定机构，逾期则视为该权利放弃，由
本院随机确定鉴定机构。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轩：本院受理原告白占云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29 民初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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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长胜、赵学娥：本院受理原告马新定、申豫、刘国强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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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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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小明：本院受理原告吕志荣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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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限分别为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8年9月27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刚：本院受理原告岳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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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法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均宏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国平与你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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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和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天玉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303民初10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自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河南省和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向原
告赵天玉偿还借款本金25万元，并自2015年7月6日起按月
息1.5分计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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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被告河南省和融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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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公告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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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和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兵兵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1303民初1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判决如
下：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河南省和融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向原告刘兵兵偿还借款本金8万元，并自2015年7
月16日起按月息1.5分计付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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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被告河
南省和融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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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
可于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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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豫1303民初4015号

闫军芬、赵辰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文彬、谢明华、郭琴与被告
赵宏晓、闫军芬、赵辰强、南阳市绿城典当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1303民初4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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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0号

柳英、崔伟、南阳市乘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胡春东与柳英、崔伟、南阳市乘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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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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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七里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 2018)豫1303民初533号之一

刘松建:本院受理原告董磊与被告刘松建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303民初53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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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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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1303民初1450号

郑小平：本院受理原告周玉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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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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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借节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马保安与被执行人鹤壁市许沟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依法对被
执行人鹤壁市许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废旧设备进行
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一、拍卖标的物：鹤壁市许沟煤矿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废旧设备。起拍价：109 040元 ，保证
金：10000元。二、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运霞、张永涛、王振飞、姜海飞：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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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亮、王国方：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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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江、南星阁、南海彦：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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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贵成、王新坡、邓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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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堂、王爱堂：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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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云刚、张文、李海山、李梦真、李晓雷：本院受理原告河南
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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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解放、闫伦红、闫九红、柴俊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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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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