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丁贤玉、洛阳名之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曹
超美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及你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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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民终6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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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向阳、王菲菲：本院受理原告张江男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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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环境资源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昌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院受理原告洛阳恒铸商砼
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3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
内容：被告河南昌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洛阳恒铸商砼工程有限公司商砼
款834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算，从2015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欠款付清之日止。公告
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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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宁：我院受理原告王荷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28民初1608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李海宁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王荷君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44337元。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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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北京辰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原告洛阳嘉维轴承制造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请求法院判令支付贷款51500
元及利息（以515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从起诉之日计算至所有货款付清之日）。因你单位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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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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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2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德州博海源食品配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尚味缘食
品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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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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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钢：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彦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诉讼
请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剩余借款本金人民币肆万元，
40000:；2、被告向原告支付剩余本金4万元的利息，按照月率
2％的标准自2018年3月26日至结清之日，暂计至2018年9
月25日，违约利息为48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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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
在本院民二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海风：本院受理原告孟凡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22
民初2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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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和龙龙：本院受理原告王春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22
民初235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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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军：本院受理沈芳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5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不准许原告沈芳芳和被告张志军离婚。案件受理费300元，
公告费540元，共计840元，由原告沈芳芳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北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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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在审理原告晏琴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节假日顺延）在第2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在审理原告廖鹅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节假日顺延）在
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在审理原告廖先青、晏琴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
顺延）在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在审理原告孙小同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节假日顺延）
在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新辉杰置业有限公司、河南新辉杰置业有限公司宜阳
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满宏、王念章、陈发松、刘银穗、河
南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向阳、你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五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
豫0305民初3047号、3048号、3049号、3050号、3051号民事
判决书五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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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建中、董玲枝、牛满满：原告麻社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5411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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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原告丁怀芹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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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送达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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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林：原告陈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0311民初532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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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会强、李晓丛：本院受理的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豫0311民初628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郭
会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代偿款208913.33元及代偿滞纳金(滞纳金以代偿款
208913.33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自2018年9月10日 起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二、被告郭会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
付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费8720元;三、被告郭
会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律师费10000元;四、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
被告郭会强提供抵押的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路29号院A21
幢1-901（房产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316990号，土地使用证
号为：洛市国用（2007）第05000480号）的房产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在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驳回原告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765元，保全费1770元，由被告郭会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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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高军：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杰威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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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李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文叶、刘俊平: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湖滨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202民初4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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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建军、朱金红、郭明堂、郭春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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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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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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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兴才、李文英：本院受理原告李春平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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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慧君：本院受理河南清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朱腾霄、刘献峰、孔慧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朱腾霄
不服清丰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922民初2121号民事
判决提起抗诉，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月18日作出
（2019）豫 09 民抗 3 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清丰县人民法院再
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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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9民抗3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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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忠杰：本院受理的原告程迷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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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士红、刘焕利、李士帅、吴庆军、李如娜：本院受理河南清
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李士红、刘焕利、李士帅、
吴庆军、李如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豫0922民初1128
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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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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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芳兴：本院受理原告和刘云诉被告赵芳兴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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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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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7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留彬：本院受理原告王明战诉你与被告濮阳市森源农林
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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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点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3 号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新春、马鸿鸣、石秋云：本院受理张金喜申请执行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6）豫0928民初3404号民
事判决书已经生效。因你未签收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限制消费令等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
书。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在公告期满
后3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评估、拍卖马鸿鸣名下位于濮阳县盛世佳
苑小区7号楼2单元1202号房产。限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
日15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
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不影响评估拍卖的正常进行。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和
法律后果由你们承担。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璐：本院受理原告周翠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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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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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书、卢红霞：本院受理原告程传芳诉被告秦国书、卢红
霞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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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6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俊娜：本院受理原告宋恩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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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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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丽：本院受理原告申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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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秀丽：本院受理原告刘兴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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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厚莱居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昕诉你
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豫0902民初109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胡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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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一鸣：本院受理原告张爱英与被告郭丽珍、李建伦及你债
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6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在广：本院受理原告前海众诚国际融资租赁（深圳）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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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5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4月12日10时至6月10日10时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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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变卖位于安阳市文明大
道内衣厂家属院7号楼3层东北户房产（不动产证号：安阳
市房权证文峰区字第00054049号，建筑面积91.67m2）房产
一套。变卖价为 341105 元，保证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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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被执行人负
责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款
项可另行主张。具体费用竞买人竞卖前至相关单位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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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至4月11日，咨询电话0372-2097433 监督
电话0372-2097349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2019年4月11日10时至12日10时在京东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户名：河南省安阳市
文峰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拍卖张瑞华名下与梁红共有
位于安阳市朝霞路以东、人民大道以南上城东郡4号楼1单
元22层2202室房产（预告登记证号：安阳市房建安阳房管字
第00113074号 建筑面积132.37m2 无土地信息）一套。起拍
价695760元 保证金50000元 增价幅度2000元。因办理拍
卖标的物的交易过户涉及应缴的税 费及基于拍卖标的上的
原欠缴税 费等按照法律规定由被执行人（原产权人）和买受
人各自负担。应由被执行人负责缴的部分本案不予负责，
买受人为完成过户自行垫付款项可另行主张 具体费用竞买
人拍卖前至相关单位查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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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竞买。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3月26日至4月10日，咨
询电话0372-2097344 监督电话0372-2097349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民：本院受理原告董俊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舒：本院受理原告张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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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八里营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晓光：本院受理原告郭国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肖利伟：本院受理原告邢桂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顺发：本院受理原告王全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东岗、谢荣娟：本院受理原告刘国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孟红旗：本院受理原告郭青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八里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勇：本院受理原告齐喜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624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焦虎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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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轩、张小平：本院受理原告缑红艳诉你二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
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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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卜红涛：本院受理原告缑好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537号民事裁
定书及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及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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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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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超：本院受理原告孟林娜诉被告刘国超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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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洪谈（又名刘宏坛）：本院受理原告刘占兵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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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希福：本院受理原告胡振家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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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原海峰：本院受理原告元有娣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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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国兴：本院受理原告李丙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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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汤阴县盛江贸易商行、江丕林：本院受理原告田平平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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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玲：本院受理原告张智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23 民初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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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莉萍、郭存峰、安阳三鑫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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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豫北监狱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军发:本院受理原告王曙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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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海伟、董凤廷:本院受理原告宋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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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申请执行人肖根群与被执行人鹤壁市鸿兴化工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将对鹤壁市鸿兴化工有限公
司名下货物钠盐17吨 进行网络司法拍卖，公告期为 15
日，公告期满后（拍卖日期具体以淘宝网拍卖时间为准）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山城区法院专栏依法拍卖。钠盐 17 吨评
估价136000元，起拍价136000元，保证金20000元，增价幅
度 1000 元。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
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公告详见淘宝网
司 法 拍 卖 专 栏）。 联 系 人 ：李 彤 杰 ；16639258788、
0392-2418531。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波：本院受理原告刘宇敏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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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公
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第2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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