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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借条时写错名字
打借条时写错名字的情况包括：以

绰号、昵称、小名等出具借据；故意将名
字写成别字，如将“张晓锋”写成“张晓
峰”；以与身份证姓名不同的曾用名出具
借据；以不易辨认的潦草字体签名。在
上述情况下，一旦在诉讼中被告否认是
其本人出具的借条，原告就需要证明被告
与借条中所写的借款人是同一人；如果不
能证明，就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

提醒：打借条时要核对借款人身份
证原件并复印，或要求借款人将出生年
月、住址或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写在借
条上。

以消字笔出具借条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消字笔，外观与普

通中性笔无异，但其墨水成分特殊，会在
书写后一段时间内自动褪色直至消失。

提醒：打借条时应要求借款人使用
出借人提供的笔，以防范类似风险。

保证人签名未表明保证人
身份

张三向李四借款，该笔借款由王五

担保。在出具借条时，王五在借条上签
字，但未表明担保人身份，借条内容中也
没有王五承担保证责任的内容。

后李四将张三、王五诉至法院，要求
张三归还借款，王五承担担保责任。王
五辩称其之所以在借条上签字，只是作
为张三向李四借款的见证人，其并非担
保人。在李四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王
五系以担保人身份签字的情况下，法院
判决王五不承担担保责任。

提醒：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他人在借据、收
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上签字或盖章，但未
表明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
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
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在有担保人的借款中，借据中应载明
担保人的信息及担保责任种类(连带保证
还是一般保证)、担保期限、担保范围，并
要求担保人在担保人签章处签名、签章，
有条件的还要加按手印。

将借条写成收条、取条
张三向李四借款，并出具条据：今收

到(取到)李四现金××万。

后李四将张三诉至法院要求归还
借款，张三辩称：李四与其之间有其他
经济往来，这张收条(取条)是双方其他
往来款，并提供了双方之间在此之前的
银行往来明细。在李四未能提供其他
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款关系的情
况下，法院判决驳回李四的诉讼请求。

提醒：收据、取条只能证明款项的交
付，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足
以证明交付该款项的性质。借款应出具
借条，明确写明是借款。

变造、篡改自书借条
张三向李四借款 5000元，李四自己

书写了一份借条，张三核对无误后在借
条上签字。

后李四持该借条将张三诉至法院，
要求归还借款50000元，张三提出实际借
款金额只有5000元，李四篡改借条内容，
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法院判决张三支
付李四借款本金50000元。

提醒：借条应由借款人自行书写，借
款金额尽量以大写方式书写并在大写的
金额后面以括号形式标明小写金额，以
防出借人在书写借条时刻意留下空隙并
篡改借条内容。

（晋中法院 jzsrmfy）

房产所有人死亡后，拆迁安
置房如何处理？

我的一个邻居去世了，名下有一套房
子，继承人是五个子女，因城市开发房子需
要拆迁，但房产证上的名字还是死者，开发
商就和死者的长子签订了拆迁协议。我想
买拆迁后的安置房，死者的长子也同意卖
给我，为此我咨询了开发商，开发商答复我
说，只要我能向开发商提供买卖协议、付款
凭据以及拆迁协议，开发商就能把房产证
办到我名下，并说整个过程不会通知任何
继承人，也不会核实买卖协议和付款凭据
的真伪。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能把
房产证办到我的名下吗？

答：不能。第一，如果拆迁时房产所有
人仍是死者的名字，必须等拆迁安置房建
成后，首先按照法定程序将房产所有人变
更登记到继承人名下，然后才能以交易或
赠与等方式过户登记给继承人之外的第三
人；第二，办理房产交易过户登记，必须买
卖双方共同办理；第三，对于涉及继承人的
交易、纠纷、赠与等问题，开发商无权处理；
第四，如果开发商凭你提供的买卖协议、付
款收条和拆迁协议就协助你把拆迁安置房
登记到你名下，该行为显然违法，你不但不
能取得房产所有权，相关责任人还要承担
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怎么在房产证上加上另一
方的名字？

我和男朋友马上要结婚了，房产证没
下来，房子还有房贷。请问，房产证上怎么
才能写上我的名字？

答：可以在你们领过结婚证和房产证
后，如果房屋系男方婚前购买，可以将个人
财产变更为共同财产，将房屋登记的权利
人变更为男女方二人，具体事宜应到当地房
管局办理。（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淑芳）

借条这样打，
可能一分钱都要不回来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续娜娜:本院受理原告徐先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82民初5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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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木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建设：本院受理原告周朝丛诉你与袁俊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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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高亚宾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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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兴瑞建设有限公司、周军旗、段永彬：本院受理原告
贺红岩诉你们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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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毛豫龙：本院受理原告赵鑫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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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梅：本院受理原告李士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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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福喜（刘福希）：本院受理原告李士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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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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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军:本院受理西平县润尔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诉李嘉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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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民终4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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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郑豪农业有限公司、郑红星:本院受理原告王燕彬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8)豫0523民初27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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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治国:本院受理原告马宏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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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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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0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英俊、刘忠良:本院受理原告齐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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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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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16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鲁志虎:本院受理原告齐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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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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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5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殷杰:本院受理原告吴贵民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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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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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
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波:本院受理原告吴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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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
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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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大荣:本院受理原告刘文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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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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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5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山、董秀枝:本院受理原告袁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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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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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福庆、郭新只、刘运福、肖新元:本院受理原告安阳珠江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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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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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5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平、冯海英、刘运福、肖新元:本院受理原告安阳珠江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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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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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纪晓全:本院受理原告郑艳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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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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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15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玉华、李家安:关于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阳市分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郭玉华、李家安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对被执行人郭玉华名下位于安阳市文
峰区南关街道办事处迎春西街君安小区5号楼2单元4层西
户的房产进行评估。现向你们送达《选择鉴定机构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到我院司法技术科公开选择、确
定评估机构，公告期满后第十日上午九时勘验现场，公告期
满后第二十日上午九时领取评估报告初稿，公告期满后第
三十日上午九时参加对初稿召开的听证会。逾期未到视为
放弃权利，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根据案件需要，本院定于2019年2月19日10时至20日

10时在文峰区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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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
卖卜红玉名下位于安阳市文峰区紫薇大道566号紫薇壹号
商住小区一期3号楼1至2层03号房产一套（商业服务；预
告登记证号: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第：00085731号；建筑面
积235.81平方米；无土地信息）一套。依据双方协商确定的
拍卖底价确认书，依法确定起拍价 330 万元，保证金 50 万
元，增价幅度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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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欠缴税、费等款项，
按照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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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对本标的物的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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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者可到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报名竞买。标的展示
时间:2019年1月15日至2月18日（工作时间），标的展示地
点 ：房 屋 所 在 地 ，咨 询 电 话 ：0372-2097434 监 督 电 话:
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媛媛：本院受理原告张红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02民初496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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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全民：本院受理原告胡旺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02民初246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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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威振：本院受理原告崔文清诉你和赵艳锋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506民
初2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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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智慧：本院受理原告瞿爱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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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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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龙、李卫宗、牛书红:本院受理原告牛延俊诉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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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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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志国、索海林:本院受理原告余本兵诉你们追索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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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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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爱民:本院受理原告罗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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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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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未海宾、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中心支公
司、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玉林诉你（单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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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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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新兴冶金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李文付、孟喜顺：
本院受理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们与安阳市
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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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民初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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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01月16日10时至2019年01月17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位于新郑市龙湖镇双湖大道南、泰山路西，正
力·龙湖御景 42 号楼 2 单元 16 层 1601 号房屋[合同号：
14000953901]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详见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1/12?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14.VCTlyj，户名：河南省新郑市人民法院。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鹰威矿泉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明灿诉你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公司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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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法 院 公 告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会遇到资金周转借
钱还钱的情况，是不是只要借条在手就能把钱要回？
其实不然。实践中，很多人对借条怎么写并不了解，因
借条出具不规范引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也特别
多。借条到底应该怎么写？出具借条时的常见陷阱有
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