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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政法新媒体037号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一杰：本院受理原告田景伦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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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
流程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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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下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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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谷晶晶、芦娟娟：本院受理原告李玉霞、李国强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流程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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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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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三路：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焦作市马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于2018年9月6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豫0804民初740-1号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书，可以自
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
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卫星、王风连：本院受理原告裴艳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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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
书、简易转普通程序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决二
被告共同偿还欠款10万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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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革新、范艳芳：本院受理原告孟州射阳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0883民初163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被告李建
森、刘红梅在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付原告50000元及利息（从
2017年6月15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0.125‰计算），
你们对上述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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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伟强：本院受理和云贞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0811民初2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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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睢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定于2018年 11月15 日10：00
至11月16 日10：00止（第二次拍卖时间为2018年12月2日
10:00至2018年12月3日10:00止）（延时除外）在商丘市睢
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商丘市睢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
的：常玉锦名下位于睢县城关镇袁山路东侧房产一套（房权
证号0701020032，建筑面积130.21平方米）。 详细信息请登
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聂炳耀:本院受理张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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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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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新生(410204196511164016)：本院已受理原告张胜军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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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民初1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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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彬：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华宇电器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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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延婔：本院受理原告王东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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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汝西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闫光辉、胡亚枝：本院受理原告白国林诉你们、闫彬飞、沈小
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0422民初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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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文雪：本院受理原告梁更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琴：本院受理原告余慧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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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育华、蔡德霞：本院受理原告丁泽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2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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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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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方清萍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502民初2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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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银峰：本院对原告王相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2民初215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人民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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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令雷：本院受理原告罗维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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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志荣：本院受理原告黄留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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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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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坝头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帆、赵杰：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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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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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社丽：本院受理原告刘世松诉你与董瑞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
7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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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风刚、郑张萍：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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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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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杰、吕可鸣：本院受理的原告何自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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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902民初6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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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庆丰：本院受理原告张萌诉你及张怀民、宋从兆、濮阳县
搏宇物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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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第246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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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伟华：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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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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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王帆：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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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预 0902 民初
8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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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淑梅：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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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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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明江：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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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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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玲：本院受理原告张书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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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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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聚福、张玉竹、刘赛、郎建民、濮阳市自然商贸有限公司、
鲁杰锋：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902民初66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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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杰、濮阳恒森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喜荣诉被告
张杰、濮阳恒森木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被告张杰、濮阳恒森木业有限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15日内。定于2018年12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九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献：本院受理原告刘伟霞起诉李红献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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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联:本院受理原告倪长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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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上午9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帆、杨永乐：本院受理原告关尽艳诉你二人及刘廷伊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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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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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改生:本院受理原告李志刚、李银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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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民
初2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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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法 院 公 告

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当你驾车汇入旅游
大军的滚滚洪流，当你放飞心情纵情于山水之
间……你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在你看得见或看
不见的地方，持久而静默地坚守，时刻准备着伸
出温暖坚实的双手。他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换
取社会的和谐安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政法干警。那么，他们的假期是怎么过
的？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我省各政法微信公众
号都及时予以记录。来，一起了解一下。

全方位提醒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假期来了，自驾游方便又随性，是不少
人的第一选择。无论你是选择在近郊游玩
还是长途旅行，都会面临这些问题：市区道
路路况怎么样？如何限号？高速免费通行
吗？高速道路路况怎么样？返程需要注意
哪些问题？为了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保障
大家假期出行平安，全省各地交警为大家带
来全方位的假期交通安全提醒及攻略。

例如，@河南高速公安发布的《国庆7天
高速免费通行 河南高速路况预测提前看》，

“南阳交警权威发布”发布的《中秋出行大数
据！技术流上线，出行才能避堵……》，二者
都利用大数据分析，结合假期出行特点，综
合研判，多措并举，确保国庆假期全省道路
安全、有序、畅通。

@安阳交警发布的《2018年国庆假日期
间“两公布一提示“，这份出行宝典请您收

好》，提醒大家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方
式，避开出行高峰和易堵路段。

@汝州交警发布的《河南19地限行！中
秋国庆出行“不吃罚单”必看……》，详细罗
列了在双节期间全省各地的限行方式，非常
实用。

@焦作交警微发布发布的《返程下站更
易堵 错峰返程更顺畅》、@洛阳交警微发布
发布的《返程高峰将至，遇到这条线还不知
道该怎么走？那你永远是新手》，列出返程
易堵高峰时段，提醒大家注意提前做好返程
规划，错峰返程。

在两个如此重要的节日当中，怎能少得
了消防系统的身影。双节期间，商业庆典和
促销活动多，公共场所人员聚集，火灾风险
加大。@洛阳消防为群众送出一份“团圆
礼”，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提醒大家欢度佳节
时，勿忘消防安全。@河南消防、@焦作消
防等发布热文，提醒大家假期在人员密集区
域、驾车以及入住宾馆时需要注意的防火事
项，可以说是相当贴心了。

除了外出旅游的，在双节期间参加应
酬、聚会的也不乏少数，但是一些“陷阱”和
骗局不得不防。@豫法阳光发布的《纪委提
醒：参加饭局须“问三问”，20种饭局不要去：
很多人被处分了》、@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的《9 月起酒桌上这四种情况要坐
牢！可别不当回事！》，两篇热文都提醒广大
党员干部及普通群众在假期吃饭、喝酒时需

要注意的事项及法律问题。@平安长垣发
布的《国庆长假来了，这些骗局要留心！》，整
理了一些假期期间常见骗术，揭开骗子的真
实面纱，希望大家过个安全的假期。

多角度记录政法干警节日在岗

在我们欣赏美景的同时，政法干警却一
刻不得闲。为展现他们是如何过节的，各系
统公众号纷纷添加“中秋我在岗”“国庆我在
岗”“节日我在岗”等标签发布文章，从多个
角度记录了政法干警的节日掠影。

如@平安洛阳发布的《曝光一批国庆期
间“深度旅游”的警察！》，用幽默风趣的语
言，从独特的角度，向大众展示了公安民警
也“不甘示弱”，趁假期来了一个“深度旅
游”，包括“组团游”“景区自由行”“自驾
游”……尽管他们的度假地没有海岛椰林、
没有高山流水，但风景独好。

此外，@河南消防发布的《你们放心看
世界，我们会守着安全防线》、@河南省焦南
监狱发布的《中秋，我想给你讲几个小故
事》、@新乡检察发布的《检察官的“秋空与
明月”》及@罗山法院发布的《中秋节假日第
一天 罗山法院干警们这样度过 执行 扶
贫》……都从不同角度，让我们看到政法干
警在节假日忙碌的身影。在此，我们向在节
假日期间坚守在岗位上的每一位政法干警
致敬。

全方位提醒 多角度记录

我省政法干警这样过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