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破申3号

本院根据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2月
20日裁定受理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破产清算组为河南省金属回收
公司管理人。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0
月12日前，向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郑州
市商务内环路 15 号世贸大厦 B 座 1401 室；邮政编码：
450018；联系电话：0371-6095878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河南省金属回收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10月25日9时在郑州市金
水区纬五路38号丽枫酒店807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
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兰考益康食品有限公司、魏新江：本院受理原告庄战华、庄
著兵、庄岳峰、庄要景、庄庆雷诉兰考益康食品有限公司、魏
新江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25民初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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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振东、宋艳辉:本院受理原告田红星诉你二人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李胜堂、严永为、田晓东、
燕鹏不服提起上诉。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向你二人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向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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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营、周小香：本院已受理原告开封新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横堤铺社区居民委员会诉被告姚永生、陈英姿确认合同无
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应诉手续，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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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伟、牛娟：本院已受理原告开封新区新城街道办事处横堤
铺社区居民委员会诉被告姚永生、陈英姿确认合同无效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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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应诉
手续，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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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永生、陈英姿：本院已受理原告开封新区新城街道办事处
横堤铺社区居民委员会诉被告姚永生、陈英姿确认合同无
效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应诉手续，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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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永岗:本院受理原告夷山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被告王永岗商品
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221民初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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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同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陈保先、王克胜、胡建民：本院
受理河南许昌许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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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003民初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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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秦洪涛：本院受理上诉人高俊平诉被上诉人张利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0民终545号民
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乔丽苹、杜松涛、张会娜、李延杰、张会娟：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长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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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1082民初2902号民事判决书，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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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保德：本院受理原告武国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和原告
武会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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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天上午9点（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尚集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9月26日10

时至2018年9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黄志学名下位于许昌市健康路西湖左岸7号楼4单
元4层东户房产。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
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0月2日10

时至2018年10月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
执行人李红灵名下位于许昌市经济开发区祥瑞路中原龙湖
时代 2 幢 9 层外围南侧东起第 3 间、第 4 间、第 5 间商业用
房。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
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9月28日10时

至2018年9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许昌市恒基
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新兴路南侧（地籍号：411002005043002002
土地证号：许市国用第005000166号）。 网址:http://sf.taobao.
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

10时至2018年9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
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
卖：许昌皓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襄城县阿里
山路许昌皓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业房产。网址:http:
//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9月26日10

时至2018年9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郝忠宇名下位于许昌市东城区一品蓝湾16号楼8
楼西向南起第四间的房产一套。网址:http://sf.taobao.com
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8 年 9 月 28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
拍卖：被执行人孙三荣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西关办事处
解放路 132 号 28-8 四单元 1 层东户的房产一套。网址:
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世先：本院于2018年8月15日受理柳涛申请执行你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向你依法送达了（2018）豫1422执983号
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报告财产令。你在法定期限内
未履行财产报告义务，本院2018年9月2日对你作出（2018）
豫1422司惩983号决定书，对你罚款1000元，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
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荣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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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323民初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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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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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侯进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邓州市
支行诉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1381民初15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侯进奇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邓州市支行借款本金4638.35元及利息。”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皮月州、马超英：本院受理原告张社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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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1329民
初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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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捷：本院受理原告常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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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等相关法
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耿则志：本院受理原告陈美芳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彩霞：本院受理原告孔令平诉你与宋守汉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起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苏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高小辉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第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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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8年10月4日10时至2018年10月5日10时止

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苏方针名下所
有的位于舞钢市检察院对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号楼西单
元四层西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方式:2018年9月4日8
时至2018年10月3日16时止接受咨询。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
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说明。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保平：本院受理原告毛跃卫诉被告马保平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字第
1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予原告毛跃卫与被告马保
平离婚。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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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全柱：本院受理原告刘元令诉被告常全柱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字第
10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予原告刘元令与被告常全
柱离婚。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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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福山：本院受理原告甘锦丽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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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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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三常路中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建：本院受理原告曾凯与你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及告知权
利义务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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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10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群、姬世超、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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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一日下午15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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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与你及王召军、
陈建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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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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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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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亚、刘小涛、河南金和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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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一日16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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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鹏飞、平顶山市烜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与你们及
常翠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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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一日上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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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永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马满堂：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
市新华区平安大道龙腾建筑设备租赁站诉你们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402民初7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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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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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402民初2471号

王建庭、云南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保
山诉买群才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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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402
财保20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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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范兵周：本院受理原告王红欣诉你及吕玉洲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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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盐业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与你单位和被告平顶山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凯凯:本院受理原告景峰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423民初4281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清
偿借款70000元,并按月息2分支付利息(从2018年2月15日
起至被告实际偿还之日止)。二、判令原告对质押物豫
D66U01小型越野客车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三、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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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3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倨停：本院受理原告韩广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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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光辉：本院受理原告邵彬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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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422 民初
1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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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邱绪胜：本院受理刘会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22民初35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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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25民初4304号

屈中强：本院受理韩红亮诉屈中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同时定
于公告期满后在2018年11月2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罗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1521民初959号

徐海涛：本院受理原告张福云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521民初959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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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詹光龙、潘果：本院受理曹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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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瑞晟伟业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许维东、连富强、韩银霞、
于沛然、宋美艳、杨志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滑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1918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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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军政、贺红垒、齐全卫、王午正、李利强、景国胜：本院受理原
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526民初41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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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晓峰、王丽娟:本院受理原告肖丽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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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伊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会强、张义海：本院审理原告董兵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0329民
初2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12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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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根柱：本院受理原告李绍奇诉你及河南明安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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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蔡洋洋、雷燕燕、贾红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明明、蔡洋洋、雷燕燕、贾
红杰、王利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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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监督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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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星星：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运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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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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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建平：本院受理原告付鸿飞诉你及田月侠、王自力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06民初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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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建平：本院受理原告付鸿飞诉你及田月侠、席春红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06民初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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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席建平：本院受理原告张伟诉你及田月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06民初
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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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苗小涛、苗延丽、程小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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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0328民初5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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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祁元治：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28民初959号一案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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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少鸽：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328民初967号一案的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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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民：本院受理原告贺应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84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原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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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红军：本院受理原告苗润辉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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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0327
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莲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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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铁强：本院受理原告张香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27民初1072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莲庄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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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薄丙月：本院受理原告郭合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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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民初1160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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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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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梓阳：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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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丹丹：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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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小明：本院受理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风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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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召：本院受理原告乔建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法律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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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韦耀辉、刘红：本院受理张风丽、吴雪梅、殷冰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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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310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聚：本院受理原告刘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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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原告请求:判
决被告李国聚立即支付原告所拖欠货款26532.5元及利息，
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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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节假日顺延）既2018年11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林湖、李晓峰：本院受理李长荣诉你们、杨庆玉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882民初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与杨庆玉连带偿还借
款60000元及利息。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斌：本院根据（2018）豫081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书，受理
了刘法禹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并对已查封的你所有位于焦作
市山阳区1068号中弘.名都城8号楼2单元101号房产进行
评估拍卖，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到本院执行局
705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
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上
午9时，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公楼309室参加选
择评估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选择评估机构、
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评估意见稿的异
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序结束后，本院
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相林：本院受理孙文杰诉魏艳红、第三人秦相林案外人执行
异议之诉一案，依法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811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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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振亚、杨猛：本院受理刘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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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沙堰中心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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