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军风、杨战现：关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们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105民初16154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按时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于
2018年8月17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执行
过程中，本院依法被执行人杨战现名下车牌号码(豫
A6SH39）、车辆品牌（兰德酷路泽)、车辆识别代号(167839）
的车辆予以查封、扣押。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8377号执行通
知书、财产报告令、执行裁定书，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评估、拍
卖上述房产以清偿债务。自公告期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
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
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本案。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3 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东路东、赵庄街南 1 号楼 2 单元 23
层 2323(合同号为14001549999）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 情 请 关 注 网 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
a213w.3065169.0.0.M03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105执恢428号

河南邦友农业生态循环股份有限公司、马素兰：本院已立案
受理张立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项0105执恢428号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限你们于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
履行本院(2017)豫 0105 民初 8805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
务。另，执行过程中本院查封了马素兰名下英菲尼迪牌汽
车（车牌号：豫AFZ000）一辆，现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
院办理有关上述案件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
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到本院联
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
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院依法执行本案，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彬：本院受理原告赵军生诉刘小梅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风险提示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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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凡昌：本院受理原告李拥军诉你与权君君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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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瑞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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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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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亮亮：本院受理原告马文贞诉你与钱磊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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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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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向军：本院受理原告原风兰、苗聪聪、苗丽源、苗亚聪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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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玉：本院受理原告石虎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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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济源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商
心合诉你公司与王卫东、河南童年支架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期满后第三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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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小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卫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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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小军：申请人赵卫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1
月4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
（2019）豫9001财保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孔小军
名下位于济源市黄河大道世纪华城1号楼15A02的房产予以
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变
更、转让、过户、抵押等手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邢文军、冯师珍：本院受理原告李福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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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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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浩杰：本院受理原告洪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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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8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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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立强：本院受理原告黄心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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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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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鲜果：本院受理原告任彩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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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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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涛、张燕芬：本院受理原告崔安涛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9001民初9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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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翠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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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9001民初9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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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豫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建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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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2号民事
判，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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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合均、河南龙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告杨东风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
初6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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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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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合均、河南龙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原告王献广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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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兵兵：本院受理原告张利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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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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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真（王二慧）：本院受理原告王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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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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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伟伟：本院受理原告郑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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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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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杨迎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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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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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宗文：本院受理原告郭松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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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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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莹：本院受理原告原保国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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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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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卫：本院受理原告赵宗结（赵建桥）、刘明强、赵红旗诉
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三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9001 民初3302 号、3295 号、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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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富生：本院受理原告牛四清与你、沁阳市联盟建安有限公
司、沁阳市沁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李素珍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
民初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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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战红：本院受理原告牛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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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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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志霞：本院受理原告唐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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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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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战江：本院受理原告牛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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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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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平义，又名杨二红：本院受理原告王战军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
民初9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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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茂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赵保证：原告王娟娟与你们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
初6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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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正源高科有限公司、解庆军：济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诉你们和济源市钜峰特殊铸造有限公司、济源市大河
面业有限公司、任素玲、吕凯、吕丽珍、赵宗亮追偿权纠纷一
案，任素玲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济源
市人民法院（2016）豫9001民初4216号民事判决，你们被列
为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状、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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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政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广通诉你单位和中建
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7）豫
9001民初1766号民事判决，你单位被列为被上诉人。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状、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
分在本院第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利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张林勇：上诉人刘欢与被上诉人
齐鹏飞、原审被告河南利达消防设备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张林
勇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0民终45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结果：一、维持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8）豫1002民
初415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
人民法院（2018）豫1002民初415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欢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齐鹏飞各项损失105281.6
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福进门糖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东金号家纺集团有
限公司申请执行许昌福进门糖酒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侵
权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7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
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沃正实业有限公司（原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本院受理河
南融坤万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许昌恒丰实业
有限公司、河南沃正实业有限公司（原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13号执行裁定书、（2019）
豫10执13-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会民申请执行
许昌市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福祥、王卫东、王国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16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
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明伦：本院受理平顶山市中创支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刘明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4号执行裁定书、
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凯：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五一路支
行申请执行河南世纪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万通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王月季、李凯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10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
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闫遂欣：本院受理赵玉秀申请执行闫遂欣加盟协议纠纷一
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10执11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瑞和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曦鹤：本院受理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莲城支行申请执行河南瑞美真发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瑞和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禹州神龙发制
品有限公司、张曦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裁定等
相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执2号
执行裁定书、执行催告通知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
票、限制消费令。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单梢洁、单建松、肖凯、高保欣：本院受理原告王晓峰诉你们及
许昌市单迎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已作
出（2018）豫1082民初2697号民事判决书,原告王晓峰不服该
判决书，于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高升、耿艳果、禹州市盛世阳光商务休闲有限公司、徐石
峰、李晓霏、刘克丽：本院受理原告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诉你们、侯凤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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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
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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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辉、马桂玲、王智远：本院受理原告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们、郭书俭、王秋霞、秦朝营、刘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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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军辉：本院受理原告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郭书俭、
王秋霞、秦朝营、刘娟、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须知、当事人权
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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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禹州市华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李亚非：本院受理原告
禹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李彩红、你们、海春红金融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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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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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庞威、张星：邢卓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送达（2018）豫 1402 执 256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风险告知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 3 日内履行本院
（2018）豫1402民初221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民、曹迎双：本院受理原告顿志彪诉被告张民、曹迎双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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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法定节假日顺延) 9
时30分在长垣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留合：本院受理原告韩国胜、原告韩国民诉被告杨留合民
间借贷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728民
初3256号民事判决书、(2018) 豫0728民初32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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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增见:本院受理原告黄见党诉被告高增见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728民初4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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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艳杰（曾用名赵小杰）、方俊芳：本院受理原告孙点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原告
诉称，因被告缺乏资金，分两次向原告借款 810000 元，口
头约定月息2%。多次催要至今未还。请求依法判令被告
偿还原告借款 81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810000 元本金，自
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
之日）；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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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9 年 5 月 19 日上午 8
时在宝丰县人民法院8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本院将依法裁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艾鹏龙：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正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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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民事诉讼
法》第9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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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令甫：本院受理原告赵翠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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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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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3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310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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