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道雨：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国与被告王道雨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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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欠款2.5万元及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2日在潢川县人民法院传
流店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谭力珲：本院受理原告郑先群与被告谭力珲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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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及时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48.9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第2日在潢川县
人民法院传流店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传昌：本院受理原告王广志诉万苗苗执行异议之诉
（2018）豫1302民初字第3545号一案，按照法律规定追加你
为第三人，现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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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副本，上
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向国苗：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和被告闫高阳、闫恒、闫玲、温春珂、闫帅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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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聪聪：本院受理李松伟诉你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467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穰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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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份，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学杰：本院受理原告王红怡诉被告马学杰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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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惠建党：本院受理原告刘占锋诉被告惠建党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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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2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立镇：本院受理原告丁秀丽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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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2日（遇节
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城郊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余小平、董海：本院受理原告丁先梅诉被告董尽国、余小平、
董海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8）豫 1381 民初 4101
号]，已审结。现依法向二被告送达（2018）豫1381民初4101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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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静伟：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程红霞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26执185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限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觉履行生效的
（2018）豫1326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仍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建敏：本院受理原告周虎子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556号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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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9
日9时在本院民一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蕾：原告范新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给你送达法律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给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
511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淅川县人民法院九重法庭开庭审理，无故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逾期将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董大牧业有限公司：原告洛阳正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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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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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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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号

苗丹：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李静
申请执行被执行人苗丹、刘占豪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对本院查封的被执行人苗丹名下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
道 219 号 1-1 幢 1-901 号（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318229
号）房产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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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
依法组织当事人现场摇号确定的主选鉴定评估机构为河南
鑫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备选鉴定机构1为河南中正房地
产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备选鉴定机构2为河南正达房地产评
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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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豫0311司辅委45号

李芳亚：本院立案庭受理本院少年庭移送的原告杨茹灵诉
被告李芳亚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案，现原告杨茹灵请求
对其伤残等级及出院后的护理期限进行司法鉴定。现依法
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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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到本院2010室选鉴定机
构，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同时告知你在
选定鉴定机构后3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我院确定司
法鉴定相关事宜，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权利，本院将按
有关法律规定进行鉴定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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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安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洛阳洛变电气制造有限公
司、洛阳金水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建伟、刘亮群、毕建
萍、姚黎丽、蒋国强、蒋克卿、刘志鹏：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审理中
因被告洛阳金水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洛阳市西工区人民
法院申请破产，法院已受理未指定管理人，本院依法中止审
理并制作（2018）豫0311民初649号民事裁定书，现被告洛阳
金水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指定管理人，依法恢复审理，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及（2018）豫0311民初649号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民三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铸宏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迈凌机械
有限公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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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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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5日15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袁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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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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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1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虎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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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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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党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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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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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7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05执恢264号

潘宏凯：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涧西支
行申请执行伊川县西山明珠商务酒店有限公司、潘宏凯、王
超飞、王占霞、曹义昀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洛阳市涧西区
人民法院（2016）豫0305民初字第141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执行中，本院依法委托博文房地产评估造价集
团有限公司，对潘宏凯名下位于洛阳市涧西区丽新路世纪
华阳花园27幢125室商业用房进行了价值评估，上述房产
以2019年1月18日为估价时的市场价为人民币336.8534万
元(博文房估字（2019）第2181号)。现依法向你送达博文房
估字（2019）第2181号评估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未对上述评估报告内容提
出异议的，本院将在淘宝网上对上述房产依法进行公开拍
卖。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拍卖公告，限公告刊登之日起10
日内来本院执行局115室领取拍卖公告，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0311技委字380号

张振红：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刘
学兵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张振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对被执行人张振红名下位于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497号
11号楼2门幢601室房产一套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
估。现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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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于2019年3月7日（已发公告并已届满）依法组织当事人
现场摇号确定的主选鉴定评估机构为河南省豫通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1为河南方迪土地房地
产估价有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2为江苏国衡土地房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满后第2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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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311技委字374号

陈世英：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申请人高
红伟申请执行被执行人陈世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对本院依法查封被执行人陈世英名下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关
圣路东侧电信家属院 1 幢 1-202（房屋所有权证字第
X365981号）房产一套（个人百分之八十产权，单位百分之二
十产权）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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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2
日（已发公告并已届满）依法组织当事人现场摇号确定的主
选鉴定评估机构为河南正达房地产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
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1为江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2为洛阳东立房地产评估咨询有
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满后第2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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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豫0311技委字382号

张丙亚、张丽霞：本院司法技术室受理本院执行局移送的
申请人潘战玲申请执行被执行人张丙亚、张丽霞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对被执行人张丙亚、张丽霞名下位于洛
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398 号 30 幢 1-701 号房产（洛房权证
市字第 00316348 号）的市场价值进行司法鉴定评估。现
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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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12 日（已发公告并已届满）依法组织当事人
现场摇号确定的主选鉴定评估机构为河南远志房地产评
估咨询有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1为河南正达房地产
评估测绘咨询有限公司，备选鉴定评估机构2为河南正恒
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本案现场勘验定于公告期满
后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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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育民：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及洛阳普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省恩鼎医药有限公
司、秦超芳、吕颖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302民初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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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利军：本院受理原告周朝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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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杜红卫、李玉静:本院受理原告张保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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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为均公告送达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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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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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田顺、宋保中:本院受理原告程宾诉你们第三人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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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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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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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县柏庄镇莹莹制衣部、雷爱明、娄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安
阳县鸡毛上天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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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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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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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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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郜秀丽:本院受理原告马莹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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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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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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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爱明、娄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嘉鑫市场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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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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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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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勇刚:本院受理原告刘顺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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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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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严:本院受理原告田利红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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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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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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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会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利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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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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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刚、李风先、付国安、王灯京、苏风娟、陈瑞平：本院受理
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赵营支行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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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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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占海、赵贵允、张青合、张进士、张青臣：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赵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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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进士、陈鲁兵：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赵营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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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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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焦德海、焦智芳、焦德云：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铺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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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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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廷货、贾国杰、攸金粉、贾银玲：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铺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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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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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203民初603号

郭振甲：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陕州区艺轩门业销售部诉
你与习青丽、三门峡市陕州区高新区中心幼儿园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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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至次日）在本院第4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代国防、祝松、王勇：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高铭与被申请人
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虢国路支行、王大
伟、赵莲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2民再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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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威:关于我院受理的陈党恩申请强制执行韩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的位于驻马店市天中山大
道与团结路交叉口西南3号楼独单元1603号房屋进行评估
拍卖，现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
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
估机构等事项，并在选定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现场
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4月15日10时至2019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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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路东段南侧盛世名门
3号楼2单元1301室住宅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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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77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道良：本院受理原告黄珂珂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927民初2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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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爱娜：本院受理原告孙刚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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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30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孙口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清丰县金冠家具有限公司、张芳建：本院受理的原告曹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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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
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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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高建明：本院受理原告郭祥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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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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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韩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军（邵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兴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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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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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
六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军（邵志强）：本院受理原告张芳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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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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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30分
在本院六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元浩：本院受理原告杭侠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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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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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30分在本院六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元浩：本院受理原告安宁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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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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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在本院六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芳建、清丰县金冠家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赵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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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
权利、义务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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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吉房：本院受理原告王彦民诉被告王吉房、王会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被告偿还借
款本金5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1月23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
算）。自本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全随、王全言：本院受理原告许化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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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4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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