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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风祥：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建立诉被告刘风祥、窦香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和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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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绍华：本院受理开封天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211 民初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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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辉:本院受理的李想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执行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203 执 50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8)豫
0203执50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三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守建:本院受理原告赵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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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3 民初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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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宏、张秋鸽、河南省奥优公共设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甄强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03
民初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中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开封市建丰起
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诉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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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4 号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会雨:本院受理原告李春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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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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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海之源电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东文诉马
国民、海广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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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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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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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丛思绮：本院受理原告陈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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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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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08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星火：本院受理原告李复生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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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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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博爱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博爱县人民法院将于2018年11月8日10时至2018年

11月9日10时（延时的除外）在博爱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变卖以下物品：博爱县鸿宇钢线
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一套（位于博爱县金城乡钟庄村。包
括捻股机、合绳机、拉丝机、叉车等；详见评估报告）。联系
人：王法官 联系电话：17603917589备注：上述拍品若流拍，
本院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第二次拍卖或变卖。了解该
拍品的后续拍卖（变卖）时间及详情，请登录博爱县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拍卖（变卖）公告。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翟小中：本院受理原告任玉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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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2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勇、冯虎生：本院受理任玉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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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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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上午10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政允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赵红兵诉你追索劳
动报酬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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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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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上午10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沁南中心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世航商贸有限公司：原告石金峰诉苏东东及你单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判决后，原告石金峰提起上诉。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石金峰上诉请求为：1、要求撤
销鄢陵县人民法院（2018）豫1024民初769号民事判决书，改
判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现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单位该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审监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保成、王博、王巧霞：本院受理上诉人张永昌与被上诉人
张留中及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0 民终 2330 号民事判
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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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瑞: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
504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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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永杰: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
初503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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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中秋、贾玲: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民生置业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1702民初504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判决，现限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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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雒金梁：本院受理原告张会一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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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院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贺杰：本院受理原告孙中碧与你及吕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伟超：本院受理你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402执2168号执
行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
在公告期满后五日内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将依法
强制执行。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甜甜、卫春洋：本院受理魏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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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豫0411民初1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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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政：本院受理原告刘振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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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2民初410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汝西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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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亚兰：本院受理原告杨志勇诉被告胡亚兰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鲁山县人民法院（2018）豫 0423 民初
29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予原告杨志勇与被告胡亚
兰离婚。二、婚生儿子杨子一（2012年6月7日生）由原告杨
志勇抚养。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胡亚兰负担。该判决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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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黄振山：本院受理杨亚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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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送达（2018）豫0481民初208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
的要点如下：黄振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杨亚
丽支付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8年7月12日至该借款偿还
完毕之日的利息（以未归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
算）。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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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蒋小伟：本院受理原告褚志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2026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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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鲍海洪：本院受理原告赵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422民初235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三常路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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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赵本道：赵东升以你和孔双法、李小省、李中鸣为被上诉人
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17）豫9001民初6143号
民事判决，改判为支持其一审诉求。本院已依法受理，因你
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上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日期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第一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崔小利：本院受理上诉人崔铁桥与被上诉人张正芬、崔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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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民初89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华：本院受理上诉人李华林、胡参军、王中山与被上诉
人胡力臣、原审被告刘建华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16民终456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阮照海:本院受理原告江海潮诉你及王爱民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05 民初
9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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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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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11月24日10时至2018年11月2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
网 司 法 拍 卖 网 络 平 台 上 ( 网 址 ：http://sf.taobao.com/
law_court.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
名：民权县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秋水路与博爱路
交叉口中置华府11号楼西单元201室成套住宅房地产，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
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杨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11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11月8日10时至2018年11月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 )进行公开拍卖民权县冰熊大道南侧、东外环西

181米处的土地及附属物，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杨
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396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8年11月8日10时至2018年11月9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0.0.0.0.gaUAk8&userId=2021261174 户名：民权县
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商丘市民权县官邸名城D区602室
在建住宅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
意竞买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联系人：朱法官 联
系电话：17603708506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依据（2018）豫0502执294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于2018年

11月8日10时至9日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
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第二次公开拍卖安阳市文峰大道大华商贸城一期27号楼2
层212号213号（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安阳市房权证龙安区
字第00211165号00211142号；建筑面积均为43.77m2 均无
土地信息；每套13.5万元）房产两套。依法确定起拍价27万
元 保证金5万元 增价幅度2000元。在办理拍卖标的物交
易过户中所涉及应缴纳的税 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原欠缴
税 费等款项 按照法律等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
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纳的部分 本案不予负
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
用竞买人于拍卖前至相关单位自行查询。中国境内外自然
人 法人 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
有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报名竞买。标的展示
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7 日。展示地点：房屋所在
地。咨询电话0372-2097344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本院将于2018年11月12日10时至13

日10时止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jd.
com/ 户名：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
卖高文正、赵晨青名下共有的位于安阳市彰德路超越城市
广场A区5号楼B单元11层东户房产（证号：安阳市文峰区
字第私1131036929号；建筑面积137.79m2；土地证号：安文
国用（26）第1184A5B19号；分摊面积16.56平方米；阁楼面积
75.86m2）和李东林、张和平名下共有的位于安阳市盘庚街
辉龙城市家园15a号楼C单元1-2层101号房产（证号：安阳
市北关区字第私1331040552号；建筑面积:197.97m2；土地证
号：安国用（32）第15315a101 号；分摊面积：50.98m2）两套。
依法确定第二次起拍价分别为875115.80元、981040.25元，
保证金均为10万元，增价幅度均为2000元。因办理拍卖标
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纳的税、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相
关的原欠缴税、费等款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由被
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原
产权人）负责缴纳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
户自行垫付的款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请竞买人于拍卖
前至相关职能单位自行查询。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未
咨询的竞买人或勘查现场视为对本标的现状的认可，责任
自负。中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参加竞买。有意竞买者均可到京东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10月24日
至 11 月 11 日。标的展示地点：房屋所在地。咨询电话：
0372-2097344 监督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鹏: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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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成威、温士科：本院受理原告孙继香诉你二人、王云霞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孙继香向本院提出
财产保全的申请，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
62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王云霞、温士科、王
成威名下银行存款310000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
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二
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间为三年。在查封期
间，不得转移、变卖、抵押、转让被查封的财产。现将上述内
容作为裁定书正本向你二人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执行。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成威：本院受理原告孙继香诉你、温士科、王云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孙继香向本院提出财产
保全的申请，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8）豫0526民初541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被申请人王成威名下银行存款
65000元或查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冻结银行存款的期
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二年，查封不动产、冻结
其他财产权的期间为三年。在查封期间，不得转移、变卖、
抵押、转让被查封的财产。现将上述内容作为裁定书正本
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领
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
后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逾
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红轩：本院受理原告王少伟、王远杰等12人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526 民初 8016 号、8018 号、8019 号、8022 号、8024 号、8025
号、8028号、8030号、8032号、8033号、8154号、815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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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兴民：本院受理原告滑县金秋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东京：本院受理原告周朝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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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0日9时在本院第十
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明利、郑素伟：本院受理原告康春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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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6民初
86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八里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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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卫东：本院受理田秀花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租赁费123535.21元及违约金，
并返还部分租赁物。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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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裁
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春平：本院受理原告杜英只、刘海庆、刘海霞、刘玉庆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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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民初1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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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豹、刘海霞：本院受理原告苏金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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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
民初2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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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安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瑞
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安阳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6民初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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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县翰霖内衣仓储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李德仙、郑英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维广：本院受理的原告盛春杰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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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2民初268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法庭领
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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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军：上诉人韩敬斋就（2018）豫0902民初2945号民事判决
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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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左志涛：本院受理原告栾广文诉被告左志涛生命健康权纠
纷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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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光辉：本院受理原告刘宗国诉被告叶光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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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光辉、尹云霞：本院受理原告刘宗江诉被告叶光辉、尹云
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分别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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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中原法庭第四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雨：本院受理原告边瑞霞诉被告王雨身体权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诉讼通知、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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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中原法庭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莉云、王振福、刘建军、解存洲、杨伟峰：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戚城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902民初693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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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正扬、翟利红、景向方、张艳玲、何立勋、祝玉银、翟江锋：
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戚城信用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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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2民初6925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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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振振、姚进旗、张书亮、姚一帆、鲁红民：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戚城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豫0902民初6910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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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挑：本院受理原告郑国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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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叶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齐中叶：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李俊谦、齐中叶、张军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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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的有关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庭：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叶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建庭、王廷照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的有关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三常路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