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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225 民初 3542 号
代文中:本院受理原告白永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
利义务通知书、(2018)豫 0225 号 3542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速裁庭二号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港、李保岗、河南东建置业有限公司、马国富、刘素兰、
马培建：本院受理原告王文科、赵献海诉你与胡九明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
0211 民初 3980 号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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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金龙：本院受理原告易庆才、黄永艳、马涵浠诉你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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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
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仲达峰、陈银财、上海恩派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上诉人邓伟
就(2017)豫 0204 民初 2395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方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请求:1.撤销(2017)豫 0204 民
初 2395 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撤销
(2016)豫 0204 执异 32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中止对上诉人的
执行或发回重审。2.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逾期将依法审理。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改欣：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克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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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8）豫 0181 民初
136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60 日内到本院
涉村中心人民法庭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姜现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徐占灵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181 民初
363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60 日内到本院
涉村中心人民法庭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一开、吴青、王书兰、新郑市超达布艺玩具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韩卫民诉被告常文杰、王一开、吴青、王书兰、新郑
市超达布艺玩具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184 民初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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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康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
刘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第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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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审判。
商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戴本锐：本院受理原告蔡光江与被告戴本锐、胡永松、中航
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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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院
（2018）豫 1524 民初 1679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
戴本锐、被告胡永松在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淮南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未出资股权本息范围内补充赔偿原告蔡光江人
民币 2665067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二、被
告中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戴本锐、被告胡
永松补充赔偿原告蔡光江人民币 2665067 元，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诉讼费 28121 元由被告戴本锐、被告胡永松、被告中
航长城大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判决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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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泽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
顶山市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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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华：本院受理原告韩贵增诉卢华、平顶山市九州同心饲料
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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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庆合：本院受理的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星信用社
诉你与周银排、郑广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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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8 民初 4670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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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油田勘探局建设工程处、邢卫民：本院重审原告赵金海
诉被告刘忠真、濮阳市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及们你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判决。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豫 0902 民初 6291 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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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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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利花：本院受理原告魏爱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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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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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华峰:本院受理张瑞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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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6 民初 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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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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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豫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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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中汽之星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小仓
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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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然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五龙口镇
西坡新村村民委员会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头路
北）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战红、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牛小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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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
（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高浩杰：本院受理原告洪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汤帝南路济
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杨迎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
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宗文：本院受理原告郭松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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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朱永刚、张小利：本院受理原告李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诉前
保全裁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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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
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平信：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
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赟：本院受理原告苗卢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克田、阎燕：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贰仟家昌达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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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
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左润生：本院受理原告王小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德全：本院受理原告牛随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生：本院受理原告陈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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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
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平平、济源市吉瑞压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杏、贾
小玲、侯金环、贾小闲诉你们合同纠纷四个案件，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吴贵权、李小英：本院受理原告张新刚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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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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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
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煤炭协会：本院受理原告赵明来诉你公司与济源市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王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周有安：本院受理原告陈锁成诉你与张二毛、济源市翔达物
资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人民法庭（思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贺晓中、乔琴（乔小琴）：本院受理原告崔振波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纪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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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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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保平、许青燕（许毛艳）：本院受理原告李元平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霞：本院受理原告唐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庭一
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素霞：本院受理原告魏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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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判法
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路超超：本院受理原告张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 96 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凯：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升龙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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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冬：本院受理原告王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450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二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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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会平：本院受理原告张政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572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二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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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金冠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远发
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凡胜永诉你二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二公司公告送达（2016）豫 9001 民初 36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二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
二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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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备战：本院受理原告张明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5364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二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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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方敏：本院受理原告葛红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6023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二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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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善义：本院受理原告陈现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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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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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炮：本院受理原告张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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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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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成建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李冠君、张妍丽：本院受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诉你们与成文生、党杏梅、
济源市天坛高的瓷砖销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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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3577 号
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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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军（李章禾）、席月梅（席月连）：本院受理原告任巧玲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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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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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亚朝：本院受理孙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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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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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伟亮：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升龙置业有限公司诉你和李长
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9001 民初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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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坤：本院受理原告王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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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3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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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冬胜、程相竹：本院受理原告祁江波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4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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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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志阳、牛菲菲：本院受理原告王建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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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5200 号民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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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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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海周：本院受理原告高慧芳诉你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1313 号民
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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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璨璨：本院受理原告张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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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 民初 6590 号民
事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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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政伟、李晓静：原告商小恩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二人公
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454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二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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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一式六份，并预交上诉费 96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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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成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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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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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超：本院受理原告孟林娜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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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宋会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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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王小羊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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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耿青青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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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超、张卫杰：本院受理原告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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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献：本院受理原告靳建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 理 终 结 。 滑 县 人 民 法 院 依 法 作 出（2018）豫 0526 民 初
102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王学献于本判决书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靳建松借款 32000 元及利息（利
息自 2015 年 3 月 24 日起按照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二、驳回原告靳建松的其他诉讼请求。现将上述内
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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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成安、张敏: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张玉萍、崔俊静、王震中与
被上诉人刘成安、张敏、安阳市恒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 民终 210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自花:本院受理杨领军诉李向伟及你买卖合同纠纷-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
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30 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7 审判庭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袁保国:本院受理袁金萍诉姚海生及你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8 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国：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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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8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敏：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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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志华：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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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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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