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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美芝、王孝品：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基路小微支行诉
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7) 豫 0105 民初
25256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由于你们未依法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权利人于2019年2月11
日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同日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 2019)豫0105执351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执
行裁定书。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对赵美芝名下位
于郑州市惠济区南阳路184号1号院11号楼2单元2层18号
（产权证号：0701033130）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
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达、买卖
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的通知，自本公告届满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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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秋梅: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新网裕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诉
李秋梅、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纬二路支行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民初
237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东楼北
部 418 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最后一日遇法定节假日的顺延
一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7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
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德伦：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胡秀云申请执行被执行人
河南科普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卫海锋、薛会会、潘素霞、
陈秋波民间借贷纠纷及申请执行人李轶军申请执行被执行
人河南科普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卫海锋、薛会会、潘素
霞、陈秋波民间借贷纠纷两案中，申请执行人胡秀云、李轶
军于2019年1月21日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求追加你为
被执行人。因无法有效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105执异211、212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梁永强诉李红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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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陈玉娣诉李红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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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红岩：本院受理邢梅红诉李红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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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伟香、孙宪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 民初
26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15份，上诉于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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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10

时至2019年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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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
sf. taobao. com/0371/11.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依法
对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金海大道甲院6号楼3单元28号(产权
证号: 9901049365) 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5月11日10

时起至2019年5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
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 taobao. 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王明星所
有的位于中原区建设西路216-1号院同汇花园二期6号楼2
单 元 18 层 1801 号 房 屋 一 套 ( 产 权 证 号:1601210049-1、
1601210049-2) 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晨光：本院受理原告闫丽宇诉被告王晨光离婚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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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开庭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点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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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趁：本院受理原告马建新、张超、连队、展学功、张新连、彭
连峰、胡金星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9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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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冬：本院受理原告翟东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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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1702 民初 112
号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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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聂得全：本院受理原告苏万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法律文书，原告诉讼请
求：1、要求你返还借款52900元及利息（从2018年5月29日至
该款付清日止,年息6%）；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起答辩与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15日与30日。本院于2019年7月24日9时在万冢人
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受理宋跃申请宣告赵娜失踪一案，经查：赵娜，女，

198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舆县万金店镇王寨
村委东宋楼，居民身份证号码412827198703106329，于2016
年6月5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 3 个
月。希望赵娜本人或知其下落的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
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香妮:本院受理原告孙贺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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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请求：要求与被告离婚。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西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文洪涛、郭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左贺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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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请求：判令二被告
文洪涛、郭丹丹偿还借款65000元及相应利息，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盆尧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彪：本院受理原告王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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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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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3号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嘉秀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执行沈向申请执行河南
嘉秀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一案，已依法作出
（2016）豫10执13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将许昌荣泰置业有限
公司变更为本案申请执行人。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2016）豫10执13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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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裁定不服的，
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志强：本院受理原告郝小亮诉被告李志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04 民初
2020号民事判决书。内容如下：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李
志强偿还郝小亮借款本金195万元，并支付自2016年4月19
日起至还清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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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平、李明泽：本院受理原告朱太恒诉被告张平、李明泽、王
建军、张诚刚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 0204 民初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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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海融投资有限公司、开封润兴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侯俊山诉被告开封海融投资有限公司、开封润兴置业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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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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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利亚(410202197208270029):本院受理云志勇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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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郊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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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海波:本院受理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案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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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整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亚: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21民初3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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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股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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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焦文彬: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21民初3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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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梁彦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21民初3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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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邵庆: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21
民初3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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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钱亚坤: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 0221 民初 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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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谢俊垒: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21民初3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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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岭: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221民初3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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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杞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涛: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221
民初34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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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建芝、占成、王立峰：本院已受理原告南阳市卧龙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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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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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6日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占成、占崇帅、王立峰：本院已受理原告南阳市卧龙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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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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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6日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永改、占成、占崇帅、王立峰：本院已受理原告南阳市卧龙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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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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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6日在本院第13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刚、史桂敏：本院受理王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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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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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东武、张冉：本院受理河南西峡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23民初6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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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6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五：本院受理原告宋春丽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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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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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新喜：本院受理原告程华英诉韩新喜为离婚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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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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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浩南：本院受理原告王坤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329民初4107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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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彦辉、张彩：本院受理原告宋海波诉你与宋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号：（2017）豫1302民初611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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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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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金盛汇实业有限公司、邹吉青、邹际、姚佳锋、王长波：
本院受理原告王明勤、马骉、汪爱华、刘玉霞、蔡东坡、马小
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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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永明：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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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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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迎亚：本院受理原告李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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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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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石拴：本院受理原告柴东林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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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0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甜甜、菜喜东：本院执行的蔡志强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411执402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
起3日内履行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湛民
四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时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411执402号报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报告
财产令送达后3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
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
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米旭亮：本院受理原告郝孝举诉被告米旭亮、邢园园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被告米旭亮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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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403 民初 667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米旭
亮偿还原告郝孝举借款 50000 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郝孝举的其他诉讼
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判决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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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汉超：本院受理原告王春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手
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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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日顺延）在本院第5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鹏伟：本院受理原告牛二彦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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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全宾：本院受理原告郭彦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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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向：本院受理原告陈旭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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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宏：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22民初38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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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乔玉磊：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22民初385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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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宗远：本院受理原告李新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0422民初385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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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学超、王俊哲：本院受理原告李金玉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二人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22民初354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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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潘帅旗、李妮子:本院受理原告孙朋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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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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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汝南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占芳、董花芳：本院受理原告成中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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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82民初
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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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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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