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纪良:本院受理原告管有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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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现胜:本院受理原告蔡广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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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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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叶金洲：本院受理原告赵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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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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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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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霞、陈春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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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刚、申秋珍、安阳市蒙娜丽莎婚纱摄影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李韶剑诉你们（单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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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你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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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艳芬、李飞、河南省安阳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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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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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向利、陈鹏飞、安阳市富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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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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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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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盼盼、李晓静、安阳市祥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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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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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广、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张金娥诉你（单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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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贾陆军、卢云平：本院受理原告孔秋棉诉你们与王行中、李
军政、郎平森、贾绪祥、李建忠、李有良、黄有福、卢开通、卢
振民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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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欢欢：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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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
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中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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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
法庭一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兴：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民间借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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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
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专政：本院受理原告李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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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

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娜：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丰顺物流有限公司诉你李燕兵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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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
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来弟（娣）：本院受理原告陈玉香、李亚民、李亚娟、李丽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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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
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刘林枋、许小亭：本院受理原告贺文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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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16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
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秀青、左香连（莲）：本院受理原告孙卫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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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15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
（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玉庆：本院受理原告济源市联信农民专业合作社诉你与
被告李爱敏、赵长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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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6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
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秀青：本院受理原告周双亭诉你与李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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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15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
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田秀青：本院受理原告周双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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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商建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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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1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
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本祥：本院受理原告李二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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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
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本祥：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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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正平：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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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生：本院受理原告杨建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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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人民法
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生：本院受理原告杨文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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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南路济源市
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健行、韩立才：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二人与赵末平、成小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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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汤帝
南路济源市人民法院立案诉讼服务中心四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永利：本院受理原告毕怀元（毕怀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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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
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民义：本院受理原告王战士诉你及济源恒杰工程劳务有
限公司、河南省大地建筑安装装饰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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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隆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小根诉你公司、
赵小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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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涛、张燕芬：本院受理原告王玉青、张素梅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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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成伟：本院受理原告陈艳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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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于便（于小便）：本院受理原告冯建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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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五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
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卢正国、卢月琴：本院受理原告刘忠华诉你们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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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务才、胡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李忠平诉你们与杨世伟（杨
石伟）、杨宝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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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
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
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靳清航：本院受理原告崔鹏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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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黄河路96号审
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晋禄建：本院受理原告成永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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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头路北）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史家强、济源市常兴电子磁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侯建
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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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宗高林：本院受理原告凌军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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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三人民法庭（轵城）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志强：本院受理原告袁陆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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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中心人民法庭(思礼)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尹素香、李亮、李宝林：本院受理原告韩爱勤诉你三人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三人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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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
（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一楼）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葛森：本院在执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申请执
行葛森、郭佩洁金融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源分行申请拍卖葛森位于济源市沁园办事处建业壹
号城邦16号楼西单元6楼东户房屋，面积为137.32平方米，
现依法送达拍卖（评估）裁定书和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送达期满第3日8时，到
我院鉴定室选择评估机构。逾期本院将依法对该房产予以
处置。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杰、任利：原告李志鹏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9001 民初 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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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伟亮：原告李修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8）豫9001民初77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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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丰宝碳材料有限公司、王科强、王济宝、苗春娥：本院受
理原告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史小刚、张
麦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豫 9001 民初 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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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
行诉你与程天亮、郑欢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3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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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蔡国东、孙亚飞：本院受理原告段丙寅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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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尹兆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军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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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志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你
及崔黎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豫9001民初7590号民事判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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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罗小营：本院受理原告张二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0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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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谢治国：本院受理的原告杜瑞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6946号民事
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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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行运：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立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0648号民
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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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韩韶山：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小勇诉你与赵冰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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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小成、李文霞：本院受理原告张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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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
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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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欣饮品有限公司、杨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军鹏
（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豫9001民初7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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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建军、郭志霞：本院受理原告陈富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9001 民初
1593号民事判决，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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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亮亮：本院受理原告张弯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148号民事判
决，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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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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