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曹离斌、李小呐（曾用名李小娜）：本院受理原告袁耀武诉你
们及第三人边鹏霏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82民初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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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艾纪军、冯有辉：本院受理的原告鲁林江诉你们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1502民初55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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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云云：本院受理原告张青松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一案，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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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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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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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希华包装有限公司、张志斌、许静华、刘作霞、许静艺：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洛阳希华包装有限公司、张
志斌、许静华、刘作霞、许静艺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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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3民辖终120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为
终审裁定。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莉：本院于2019年3月20日受理郭力群申请执行你其
他案由一案，（2018）豫0306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执114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
书、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良、洛阳市洛龙区乐九健康养老服务中心、洛阳市勤政
苑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鑫杰装饰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装饰装修工程欠款本金13万元及逾期
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从2016年4月1日起，至付款完毕之日
止，每天按欠款数额13万元的千分之一计算，计算至起诉日
为819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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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
民一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乾创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长
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的物业管理费20351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缴纳物业管理费的违约金（自2015年5月1日起，
按应缴物业管理费用的日千分之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暂计1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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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民二法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会民：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长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物业管理费
31793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缴纳物业管理
费的违约金（自2015年4月1日起，按应缴物业管理费用的
日千分之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20000元；三、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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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民二法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乾创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长
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
12月31日的物业管理费52463元；二、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逾期缴纳物业管理费的违约金（自2016年1月1日起，
按应缴物业管理费用的日千分之三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暂计3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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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本院民二法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龙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灿伟与
你、张信娣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原告张灿伟不
服，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02 民初 1414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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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龙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永会与
你、张信娣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原告韩永会不
服，依法向本院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02 民初 1415 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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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延峰、王瑞霞：本院于2019年3月5日受理张佩红申请执
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7）豫0306民初92号民事判
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你们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306执7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
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书、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即视为送达。你们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
务，逾期将强制执行。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韩延丽、伊川县四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晋灵强、韩延格、杨
建立：上诉人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不服河南省洛阳
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18）豫0303民初427号民事判决，向本
院提起上诉。现本院依法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5日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楼2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喜洋洋农产品有限公司、刘友涛、洛阳矿特机械有限公
司、宋戈、洛阳兆金商贸有限公司、刘满朝：本院受理原告杨
秋歌与被告洛阳喜洋洋农产品有限公司、刘友涛、洛阳矿特
机械有限公司、宋戈、洛阳兆金商贸有限公司、刘满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5）涧民一初字第198-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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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7045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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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旺群养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洛阳市生态
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洛环罚〔2018〕第7015号行政处罚决定
一案、〔2018〕第7016号行政处罚决定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2行审3号、（2019）豫0302行审4
号行政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
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成亮、孙彩粉：本院受理原告李元锋诉你们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28
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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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鹏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烽火广告有限公司、董宇
武、王迪、于宏、董景浩、王丽、许勃、张静、马爱琴：本院受理
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一、依法判令各被告共同连带偿还原告代偿
款4062528.63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4062528.63元为基数自
2018年1月8日起按照每月2%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逾期利息暂计算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为 1007507.1
元）二、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用有个被告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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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在
本院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沁园桦林装饰材料部、李明亮、郭玉霞：本院受理原
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311民初6292号民事判决书
及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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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鑫：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11 民初
6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马鑫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垫付款
20493.35元及违约金（违约金自2018年7月17日按年利率
24%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李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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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营：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融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311民初55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李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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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光武：本院受理原告洛阳市融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311民初53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李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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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卫军：本院受理原告宜阳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诉被告潘
灵庄、陈卫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豫0327民初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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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红毅：本院受理原告雷传奇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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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董红毅：本院受理原告卫亚峰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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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城关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叶春亮：本院受理原告苏利苹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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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石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治国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8民初22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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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路：本院受理原告王丽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106号民事
判决书、（2019）豫0306民初10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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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刚:本院受理马站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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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环境资源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胜威:本院受理张站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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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代月娥、张堃：本院受理原告孙红军与你们被继承人债务清
偿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原告孙红军不服，依法向本院提起
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302民初144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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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刚：本院在审理原告付国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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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石云玲申请执行刘昂飞、吴景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依法对吴景兰所有的位于郑
州市郑东新区龙湖中环南路南、龙翔四街东普罗旺世.龙之
梦小区25号楼3单元704号的房产（含车位：编号B406）一处
协商价格并已达成一致意见。现将有关拍卖事宜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物：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中环南路南、龙翔四
街东普罗旺世.龙之梦小区25号楼3单元704号的房产（含
车位：编号B406）。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吴景兰。拍卖
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
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于在拍卖日之前
五日向本院提交相关凭证；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向本院申
请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标的物状况、拍卖公
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价情况等有关事
宜的请联系本院执行人员。联系人：朱卫平 联系电话：
17803832983

中牟县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陈晓敏申请执行张华、李战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北京高地经典房地产估价有
限公司对被执行人李战省的房产进行了评估。现将拍卖事
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位于中原区中原西路118号院2
号楼1单元20号的房产一套，建筑面积81.65㎡。拍卖标的
物所有权人：李战省。拍卖机构：淘宝网/京东网司法拍卖
平台。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权人或者
其他优先权人可以参加竞买；优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加竞
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
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拍卖规则、起拍价、保证金、拍卖时
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等有关事宜的，请在工作时
间联系。联系电话：0371-62032872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国方、王江美、孙栓青、陈永青、李世民:本院受理原告林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姚村信用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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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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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8日9时在本院金融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新生、常振平: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常新生、常振平、刘宝庆、陈爱国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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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索保成:本院已受理原告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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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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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银奎、吕志军:本院受理原告吕保福、吕明书诉你们合伙协
议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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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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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延海、董秀红: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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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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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宪周: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七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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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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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本院受理原告靳艳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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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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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九鼎置业有限公司、王会文、第三人:马晓玲、李晓红:本
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阳光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不当
得利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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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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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滑、牛刚、王宏超、郭志萍、冯文港、刘红超、巫照铭、魏国
福、刘琛鹃、刘志科、李冬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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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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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月威（张威）：本院受理原告武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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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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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王凤娟（王凤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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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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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丁鹤：本院受理原告张彦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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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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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富学（又名李易泽）：本院受理原告潘花瑞诉你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
初20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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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钞亚楠：本院受理原告张河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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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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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晓云：本院受理原告高贯成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本院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答辩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郊法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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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华：本院受理原告张爱花、薛秋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1702民初8975、920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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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闫晓飞：本院审理的原告张培林诉被告李佩与你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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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8时30分，在本院10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4月20日10时至2019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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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羽绒丝2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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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法官 联系电话：17603708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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