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蓝海实业有限公司、赵利格、周顺成、闫红霞、曹辉、周
社成、聂玉辉：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洛阳市隆越新型冶金材料
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蓝海
实业有限公司、赵利格、周顺成、闫红霞、曹辉、周社成、聂玉
辉追偿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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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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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203民初1048号

周金学：本院受理原告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高新
支行与被告三门峡镂艺中空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三门峡旺
德福商贸有限公司、三门峡赛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陕县鼎
弘担保有限公司、河南汇多滋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山水
方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周冠增、王华锋及你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送达应诉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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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卢氏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新智：本院受理原告卢氏县面粉厂诉你和武文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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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224民初870号民事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风险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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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徐文博：本院受理原告朱梦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要求判决依法原被告离婚；2.要求判令婚生子徐某某
由原告抚养，你承担抚养费；3.本案一切费用由你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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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红萍诉你单位
及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2019）豫1082民初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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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红强：本院受理原告杨兆婷诉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一、判令你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60万元及违约
金12万元。二、由你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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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许雯诉你单位及
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19）豫1082民初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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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姚洋洋：本院受理原告王梦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判决你返还原告借款148000元；2.判决你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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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兴富诉你单位
及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2019）豫1082民初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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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培涛诉你单位
及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19）豫1082民初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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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素玲诉你单位
及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19）豫1082民初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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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胡志彬、禄万林：本院受理原告贾中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082 民初
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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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
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佰味集食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奕雄诉你单位
及郭文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19）豫1082民初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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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建华：申请执行人李军民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2018）豫 1082 民初 116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
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082执681号执
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失信人决定书、（2019）豫1082执681
号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手续。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限你自公告期满后的 5 日内履行本院（2018）豫 1082 民初
116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拒不履行的，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德瑞：本院受理的原告牛红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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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红波：本院受理原告杜心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922民初580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古城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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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利伟：本院受理原告张敬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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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古城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利娟：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柳屯信用
社诉被告郭彦峰、张国圣、罗献瑞、韩利娟金融借款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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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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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迷竹、晁岳豹、晁代全：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柳屯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9）豫0928民初322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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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并定于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广林、濮阳市米米屋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中
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广林等九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
民初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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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广林、濮阳市米米屋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中
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广林等九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
民初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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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广林、濮阳市米米屋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濮阳中
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广林等九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28
民初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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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本院受理原告郭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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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视为你们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江：本院受理原告赵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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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视为你们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江：本院受理原告姚文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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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胡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视为你们放弃答辩和举证的权利，将依法
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伟（身份证号：410901197104220176）：本院受理张得龙
诉张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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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惠世星：本院受理原告绳天刚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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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国雷、曹瑞玲：金宗雷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我
院作出(2018)豫0902民初3085号民事调解书判定：朱国雷、曹
瑞玲偿还金宗雷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
朱国雷、曹瑞玲至今仍未履行，申请人于2018年12月18日申
请强制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财产报
告令、搬迁通知、评估、拍卖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即视为送达。于公告送达后10日内履行还款义务，到期仍不
履行的，本院将强制予以搬迁并依法移送评估、拍卖。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易荣辉：本院受理的原告崔敏与被告易荣辉生命健康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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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开庭传票。
原告请求本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
13180.1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7月
10日上午在本院道交中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杨朝军追缴违法所得一案中，依

法对被执行人杨朝军所有的豫A9009M别克林荫大道汽车
一辆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被执行人郭金美、胡贺梅追缴违法所得一

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郭金美、胡贺梅所有的位于安阳市安
阳县水冶商贸城的15#-3、15#-6、15#-18、10#-2、10#-3、
10#-13、10#-19、10#-29、10#-30、10#-31、10#-32 共计
11间商铺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登录本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瑞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
县支行与被告王瑞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621民初2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
果为：被告王瑞军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县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11950.44
元、利息858.35元、滞纳金644.46元，合计13453.25元。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621民初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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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卫东：本院受理原告周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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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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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欢会、胡明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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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秀芹、关苏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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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山：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京裕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你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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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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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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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佳佳、付芳芳：本院受理原告杨卫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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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云龙：本院受理原告靳洪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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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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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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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超：本院受理原告王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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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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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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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慧杰、关艳杰、安阳市五恒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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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付林：本院受理原告万国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312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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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崔志刚：本院受理原告郭用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311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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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卫强、田现吉: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
林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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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1日10时在本院金融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梁立云、张爱云、郭存金、王相兵、郭衍亨:本院受理原告林州
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桂林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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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9月5日9时在
本院金融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庄云: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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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8月13日9时在本院金融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改青、刘喜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
龙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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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2日10时在本院金融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福希（刘福喜）：本院受理李士兴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3民初73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刘福希（刘福喜）给付原告李士兴饲
料款18004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至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呼广周：本院受理原告张国红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3民初90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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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孟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孟宪贵：本院受理原告索玉
香、许志国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豫0523民初714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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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秦华珍、朱明喜:本院受理原告未叶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3民初
8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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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贺英：本院受理原告杨宝彩诉你、张永瑞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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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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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长方：本院受理原告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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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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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国怀：本院受理原告赵纪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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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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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然、滑县道口惠万家副食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丁岩诉你
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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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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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红：本院受理原告刘永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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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常秀霞：本院受理原告郭清华、牛力、牛源、牛尚俊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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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冯战勇：本院受理原告尚艳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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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全梅、陈志斌：本院受理原告吴希宪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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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春梅：本院受理原告张运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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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海涛、王肖肖：本院受理原告王新霞、杨清顺与被告周晓
军、第三人杨海涛、王肖肖案外人执行异议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502民初4026号
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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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花、李庚森:本院受理原告韩艳利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2 民
初6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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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花、李庚森:本院受理原告韩书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02民初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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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涛: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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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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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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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瑞芬、陈彦宾: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安阳分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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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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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永芳: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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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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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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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彬彬:本院受理原告金碧物业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诉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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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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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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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雅居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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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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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国彬家具经销部:本院受理原告李云霄诉你单
位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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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鄢陵县鸿鑫农产品保鲜冷库厂、李翠梅、郭天祥、郭庆贺：本
院受理上诉人邱建功诉被上诉人杨国旺与你们买卖仓储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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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6月8日10时

至2019年6月9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 //sf. 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法
院）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河南省新郑市豫港物资开发总公
司坐落于薛店镇薛店村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
现予公告。联系人：栗法官，咨询电话：0371-23809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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