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美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王丰霞、王向峰、王向标、
杨虹、三门峡市美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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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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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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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203民初797号

张勇欣：本院受理原告陈洛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讼请求为借款117000元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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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审判庭
（326）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旭飞：本院受理原告高胜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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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董艳：本院受理原告孙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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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审判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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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艳、赵东浩：本院受理原告孙青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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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民权县人民法院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6月15日10时至2019年6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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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公开拍卖河南省奥爱斯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所有位于民权县南华大道中段南侧房地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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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法官，联系电话：17603708577。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李东方：本院受理原告翟安民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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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闫森：本院受理原告王冬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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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日内。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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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丽萍：本院受理平顶山市市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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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11民
初 409 号民事裁定书、(2019)豫 0411 民初 4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提出复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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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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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德福：本院受理王纬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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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广山、李项恒、张静杰、张小丽：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
1302民初1147号】，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
告借款 100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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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根、茹广菊、史明军：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 1302 民初
1161 号】，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
9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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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第15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
30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京卫、张京婷、张同六、张西东：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
1302民初1158号】，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
告借款 200000 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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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杰、贺晓奇：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02民初1144号】，原
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及利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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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
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在本院
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熊元硕、陈天旺：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02民初1185号】，
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100000元及
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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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
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在本院
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金振、张海荣、赵成荣：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02民初
1163 号】，原告起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
250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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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第15日，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
时30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明风：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1302民初1153号】，原告起
诉要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 80000 元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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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15日，
并定于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在本院民
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有才、侯秀华：本院受理贾会可、王英华、王艳静、王自珍、
温青玉、贾泽建、贾冰、周海波、王春生、王艳丽、姚中国与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及（2019）豫1326执20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若有异议，在本公告生效之
日后7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
评估、拍卖。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静逸：本院受理原告柴瑞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690号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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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7月22日9时在本院4
楼综合审判庭对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23民初1171号

刘宏：本院受理原告常旗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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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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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23民初632号

纪云强：本院受理原告谢龙诉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纪云强、姚定军、陈勇、洛阳市天娇置业有限
公司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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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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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艳平：李振虎与你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豫
1323民初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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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志卫：本院受理原告牧晓鹏诉你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
案，因通过法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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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
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诉状内容为：1、判令二被告赔
偿原告树木货物损失28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限届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7月29日09时30在镇平县
人民法院贾宋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小龙、田蔓：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宇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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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菊兰：本院受理原告高炫诉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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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新野县人民法院家
事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二万、乔爱平：本院受理原告孙洵、张丽娟诉你们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329民初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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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申请执行人邢焕山与被执行人刘生芝、刘治华被

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本院准备依法拍卖案外人刘伟
所有的位于鹤壁市淇滨区黎阳路黎阳明珠小区3号楼中单

元1楼东户的房产（房产证号：鹤房权证市字第1501007403
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20日后登录鹤壁市淇滨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看相关拍卖事项。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方信实业有限公司、李强、浚县绿贝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刘景菊：本院受理原告鹤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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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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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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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神源煤炭气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李保林：本院受理原
告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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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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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东明、杜习英：本院受理原告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淇
县京润塑料有限公司、刘东明、杜习英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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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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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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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东明：本院受理原告淇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等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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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等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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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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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黄真元、宋新明、鲁山鸿尧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
学立、陈云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们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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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7月29日10时，在本院第2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国举：本院受理原告刘延彬诉被告陈国举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9)豫0423民初2114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刘延彬诉请：1、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123000元(自
借款日起按照约定利息计算至2019年4月21日，以后按照
月息2%计算利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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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2019年7月29日15时在本院
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帅卫（李帅伟）：本院受理原告马庆华与被告李帅卫（李帅
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482民初25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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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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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书详：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田占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长期找不到你本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9）豫0482执９９９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你3
日内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报告你前一年的财产
情况，逾期本院将对你强制执行。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贺得水、李红霞：本院受理原告贺深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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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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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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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刘阳：本院受理原告李军营与被告程刘阳、第三人王治国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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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培轩（41022519661004613X）：本院受理原告牛雪明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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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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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高云：本院受理原告李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起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院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个工作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平舆县
人民法院辛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江苏省新世纪盐化集团化工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信阳华仪开关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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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五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

taobao.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2019 年 6 月 10 日
10时至2019年6月11日10时止拍卖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
沙田世纪苑8#楼8幢9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述网址
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中的要求和说明。咨询电话：400-1571060，特此公告。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711民初1139号

索冰斐：本院受理原告杨福旺诉被告索冰斐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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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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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711民初1110号

张彦泽：本院受理原告苗发珍诉被告张彦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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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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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海涛：本院受理朱林诉你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5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韩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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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殿军：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怀亚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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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同林、刘爱姣、岳雷峰：本院受理原告翟自豪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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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主张三被告于2016年4月1日向原告借款30万元，约定借款
期限一个月，月息2分。借款到期后，被告未偿还借款，现诉
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借款本息(利息自2016年4月1
日起按月息2分计算至全部还清为止)，并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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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依
法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晓云、杨潇凭：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周口
分行与被告周口泰昊置业有限公司、杨晓云、杨潇凭借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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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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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代存才（代国争）：本院受理上诉人孙丽与被上诉人晋大海
及原审被告代存才（代国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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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亮：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
与呼振伟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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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8月27日15时在本
院第5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军法、林州市绿源秸秆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龙信用社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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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2019年8月27日9时在本院第5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刚：本院受理原告黄刚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23 民初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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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姬风云：马艳丽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视为送达。自送达后3日内履行，逾期仍不履行、不报告的，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万广义、张海霞:本院受理原告郑云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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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
院柏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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