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钟智慧:关于你与郭小陆、李冬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本院依法作出的(2018) 豫 0205 民初 15 号、118 号
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郭小陆、李冬梅分别于
2019年1月22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 0205 执 196 号、19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财产申报表，责令你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3 日内履行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对你送达限制高消费令、失信决定书、罚款决定书。
执行费用和因执行引起的其他经济损失均由被执行人承
担。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葛伟:本院受理的原告司长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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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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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明:本院受理熊合义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作出的(2017)豫 0203 民初 526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203 执 64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超：本院受理孙帅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1) 顺民初字第 761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203执563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建坤：本院受理原告韩建坤诉被告李素杰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11 民初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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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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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俊（身份证号码410204198506156010）：本院已受理原
告苏燕诉耿俊、郑伟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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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帮：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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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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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豪、霍会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开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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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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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苏彭：本院受理李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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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310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盛玉标：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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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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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孔振华、李俊荣、郭自愿：本院受理原告李小丽诉你们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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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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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金妞：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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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员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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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8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宝天曼七星潭风景区有限责任公司、吕爱阁：本院已
立案受理原告李宛东与被告内乡县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
行政管理局，第三人刘建波及你们为行政登记纠纷发回重
审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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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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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建炜：本院受理原告邱明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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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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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盛湾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新智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地坤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给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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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此案，
届时不到庭，本院将缺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正宵：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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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翁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邓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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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 9 时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叶明达、李松：本院受理原告胡建飞诉你们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81
民初 42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
本院东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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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国顺：本院受理原告骆秀风诉你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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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7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朋：本院受理原告刘世先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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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成敏、赵专政：本院受理原告梁尽国与你们为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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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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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房：本院受理原告骆俊杰诉你与徐新平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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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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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
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何明玉：本院受理原告李显立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 3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人
民法院新甸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纪云强、河南竣玮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纪云高诉你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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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告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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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委、平顶山市双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本院
在执行魏红伟诉李成、司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们
向本院提供担保，保证李成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但李成未自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
院于 2019 年 3 月 6 日对你们作出（2018）豫 0403 执恢 25-4
号执行裁定书，冻结、扣划你们的银行存款（限额 1000000
元及利息）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此公告发
出后立即生效。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常万涛:本院受理原告魏振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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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在本院汝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学元：本院受理原告朱建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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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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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骏、金鑫：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省润泰鑫物资有限公司诉
你们及浙江高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422 民初 2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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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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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可：本院受理原告印帅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孟轲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战伟：本院受理原告千微(杭州)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902 民初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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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兵：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微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濮阳县
分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 0902 民初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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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必正：本院受理原告肖丽杰诉你与王丽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03 民初
19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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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薄国防、薄香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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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杰、辛国俊、杨红耀、杨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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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伟涛、张阵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万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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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昌、王俊周、秦朝卫、祝君强：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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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辉、王春才、李竹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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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书荣、王书祥、王新芬：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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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珍、董学安、莫晓兵、董鸿裔、董福顺：本院受理原告河
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支行诉你们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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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全和、李勇：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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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广中、李竹梅、王春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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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士盈：本院受理原告滑县百林钢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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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在本院第 14 审判
庭9点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扶沟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富稳：本院受理原告张同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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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应诉，逾期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次日 9 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元元:本院受理原告刘国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702 民初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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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
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茂林、袁海金：本院审理原告张红旗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
0811 民初39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秦茂林、
袁海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共同向原告张红旗偿
还借款 498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 498000 元为基准，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
二、驳回原告张红旗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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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景发、徐小雨：本院审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
作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豫 0811 民初 338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景发、徐小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共同向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
偿还借款本金 103776.31元及截至2019年2月24日的利息
7822.22 元，罚息 4628.12 元、复利 808.02 元（利息、罚息、复
利自 2019 年 2 月 25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个人信用
贷款（生意红）条款约定继续计算）；二、驳回原告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焦作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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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盼盼、李明强：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华悦汽车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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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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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号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小珍：本院受理原告戴红军与被告赵小珍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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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9时
在本院第 2 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俊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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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802
民初501号民事裁定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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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7 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国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书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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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建平、李玉娥、李存鑫：关于申请执行人董海成与被执行
人张建平、李玉娥、李存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张
建平、李玉娥、李存鑫公告送达（2018）豫 0883 执恢 111-2
号以物抵债执行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
院执行局领取以物抵债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三军：本院受理原告王九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823 民初 410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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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
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彦龙：本院受理原告梁宏彬诉你及肖晓房屋买卖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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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3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尹智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周淳与你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至今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 1102 执 148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高令、被执行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裁定书等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本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
行。逾期依法强制执行。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敏:本院受理原告王贵兴诉被告马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04 民初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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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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