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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国卫：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阳卫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租赁物资交付之日起暂
计至2018年9月12日所欠租赁费239068元；2.判令被告向
原告归还租赁物资：钢管4576.1米、扣件1620个；如被告在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没有如期归还，则依约赔偿在租物资总
价值 63013.2 元（钢管 4576.1 米*12 元/米=54913.2 元、扣件
1620 个*5 元/个=8100 元）；3.判令被告自 2018 年 9 月 13 日
起，按照每日租赁费39.99元（钢管4576.1米*0.0075元/米/
天=34.32 元/天、扣件 1620 个*0.0035 元/个/天=5.67/天）的
标准向原告支付剩余租赁物资的租赁费，直至物资剩余物
资全部实际退还或赔偿之日；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71720.4元（所欠租赁费239068元*30%）；5.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律师费5000元；6本案诉讼及保全等全部费用均有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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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院李楼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慧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达金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
靠经营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2014年6月10日签订的《委托协议》，立即办理被告郭慧强
挂靠的车辆豫CB5165-豫CB701挂车的过户手续，要求一
次性过户出去，过户一切费用由被告一人承担；2.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归还豫 CB5165-豫 CB701 挂从 2015 到 2018 年三
年的车辆服务费6000元，GPS服务费1800元，以及三年逾期
未审罚款3000元，共计10800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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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在本院李楼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利强、王振峰：关于上诉人洛阳市红日矿山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王献章、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及你们追索劳动报酬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8）豫03民终554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卢青爱、韩建立：本院受理原告刘德春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311民初38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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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学宾：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市达金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挂
靠经营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2014年2月20日签订的《委托协议》，立即办理被告卢学宾
挂靠的车辆豫C99021车的过户手续，要求一次性过户出去，
过户一切费用由被告一人承担；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豫
C99021从2015到2018年三年的车辆服务费6000元，GPS服
务费 1800 元，以及三年逾期未审罚款 3000 元，共计 10800
元。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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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李楼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新章、李清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刘新
章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及计算至2018年5月8
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143976.32元；2、依法判令
被告刘新章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8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息的数额按
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令被告李清梅对上
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
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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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
在本院民一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政国、王素涛、王现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
被告孙政国、王素涛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7999.96元及
计算至2018年5月17日的利息、复息和罚息82190.69元；2、
依法判令被告孙政国、王素涛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18日
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
息和罚息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
令被告王现涛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
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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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宁、王晓丹、杨韩、吉中秋：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
令被告杨宁、王晓丹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0元及计
算至 2018 年 5 月 14 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
93391.66元；2、依法判令被告杨宁、王晓丹偿还原告自2018
年5月15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
（该利息、复息和罚息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
算）；3、依法判令被告杨韩、吉中秋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
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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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帅伟、魏爱、位爱亭、吴红灿、晋亚飞、孟帅涛、张苏凡、范
顺卫：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范帅伟、魏爱
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944437.71元及计算至2018年5月
28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608996.03元；2、依法
判令被告范帅伟、魏爱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29日起至借
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
息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令被告
位爱亭、吴红灿、晋亚飞、孟帅涛、张苏凡、范顺卫对上述第
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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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时在本
院民一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顺卫、张苏凡、孟帅涛 、范帅伟、晋亚飞、魏爱、吴红灿、位
爱亭：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范顺卫、张苏
凡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及计算至2018年5月16

日的借款部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116732.03元；2、依法判令
被告范顺卫、张苏凡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借款
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息
的数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令被告孟
帅涛 、范帅伟、晋亚飞、魏爱、吴红灿、位爱亭对上述第一项、
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
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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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民一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孟帅涛、晋亚飞、范帅伟、范顺卫、吴红灿、张苏凡、位爱亭、
魏爱：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孟帅涛、晋亚
飞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441303.8元及计算至2018年5月
16日的利息、复息和罚息440247.84元；2、依法判令被告孟
帅涛、晋亚飞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17日起至借款实际还
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息的数额
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令被告范帅伟、
范顺卫、吴红灿、张苏凡、位爱亭、魏爱对上述第一项、第二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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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强华通讯有限公司、洛阳永如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瑞汇
商贸有限公司，史红瑞，孙晓晓，焦献亭：本院受理的原告洛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强华通讯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2691723.33元及计算至2018年5月18日的借款部
分的利息、复息和罚息1254797.1元；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强
华通讯有限公司偿还原告自2018年5月19日起至借款实际
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复息和罚息（该利息、复息和罚息的数
额按合同约定在履行时据实结算）；3、依法判令被告洛阳永
如商贸有限公司，洛阳瑞汇商贸有限公司，史红瑞，孙晓晓，
焦献亭，王书红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均由
被告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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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民一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11技委字251号

苏翠侠：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魏
双顶申请执行被执行人苏翠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对本院依法查封的被执行人苏翠侠名下的位于洛阳市瀍河
区 中 州 东 路 东 段 69 号 61 幢 3-903（洛 房 权 证 市 字 第
00435740）房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司法鉴定风险提示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18年
10月30日依法组织当事人现场摇号确定的主选鉴定评估机
构为洛阳市方平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备选鉴定评估
机构1为河南正恒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
机构2为洛阳奇越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
于公告期满后第二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涉案
标的物处进行。如逾期不到场，本院将按有关规定进行，由
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沁园锦源商行、曹金荣：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
限公司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3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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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西工区远足鞋店、邱爱明：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
有限公司诉你为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2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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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小华、杨鹏：本院受理原告方喜玲诉你们为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解除原、被告所签订的《厂房租赁
合同》；二、判令二被告支付拖欠房屋租金（按5000元计，从
2015年6月1日起至实际搬出房屋日止，暂计至2018年3月
1 日租金为：5000 元×33 个月=165000 元）和缴纳电费
12070.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损失（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息，从2015年6月1日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三、由二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李楼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强：本院受理原告李玉丹诉你和刘明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27民初1582号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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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事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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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红军：本院受理原告郭社会诉你与栗丽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27民初1226号民事判决书、（2018）豫0327民初1226号之
一民事裁定书及民事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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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裁定书及民事上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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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麻志民：原告彭凤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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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 民初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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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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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2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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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六军：本院受理原告俞自伟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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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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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2月21日上午10时在本院
2006公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绍兴:本院受理原告王瑞芳诉被告朱绍兴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豫0728民初2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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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书吉、张秋芳、邓广增、邓会峰：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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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鹏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板岩信
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 0581 民初 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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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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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长亮：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临淇信用
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 0581 民初 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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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成生、孙长海、孙长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临淇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3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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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朝方、王朝良、石军红：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市区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81民初28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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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克金：本院受理原告程志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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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呼广周：本院受理靳海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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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8.17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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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侯娜：本院受理袁靖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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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3民初286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许侯娜给付原告袁靖婷借款本金
204.3万元及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海峰、张风叶（曾用名张枫叶）：本院受理于国华（曾用名
于国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3民初2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为：被告张风叶给付原告于国华借款本金294440元和
利息251179元及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袁伟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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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育辉：本院受理原告袁利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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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0526民初628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育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袁利超借款18000元及利息（自2018年3
月2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
原告袁利超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城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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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红厂: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安阳安运交通输运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前财产保全
申请书副本、民事裁定书(2018) 豫0502财保19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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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商丘市华菲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开祥建筑
集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强、你公司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二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
席判决。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帅：本院受理原告赵顺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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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民初2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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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三份，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帅：本院受理原告翟海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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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民初2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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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三份，上诉于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耿军：本院受理杨淑典诉你、邓会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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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请及
时来本院应诉。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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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二楼第四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现涛:本院受理原告崔耀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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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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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玉：本院受理原告陈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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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民初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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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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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本院受理原告闫有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本院（2018）豫1502民初415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王俊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偿还原告闫有强借款本金35000元。二、驳回原告闫有
强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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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省伟：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八公桥信用社诉被
告李省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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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2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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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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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艳丽：原告刘宇诉被告赵艳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928民初2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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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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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亚玲、新乡商会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刘玉孝：本院受
理原告杨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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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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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帅兵：本院受理原告胡松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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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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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剑、李四平、李秋成、李顺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2
民初2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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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秋成、李金剑、李四平、李顺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 民初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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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顺喜、李秋成、李金剑、李四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02 民初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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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富彬、刘素民：原告赵昆明诉被告王廷武及第三人你们执
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
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赵昆明不服（2018）豫0526民
初3548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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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振威：本院受理原告黄平诉你、辽阳嘉隆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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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艳方：原告张爱珍诉被告王瑜及第三人你执行异议之诉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26民初3627号
民事判决书及原告张爱珍不服（2018）豫0526民初3627号民
事判决书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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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米永远：本院受理原告王绍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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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桂平、王领俊、濮阳县银源纺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会勇、娄兰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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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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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