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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军：本院受理原告常惠民诉被告王红军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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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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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古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第一次拍卖被执
行人漯河市中悦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现备案在尹广伟名下位
于漯河市经济开发区金山路三庭轩住宅小区 5#楼 1001 号
房产一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
名：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定于 2019 年 6 月 3 日 10 时至 2019 年 6 月 4 日 10 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郑州市金
水区北环路 116 号中方园小区东区 4 号楼东 1 单元 4 层东户
房产一套（不动产权证号：1101022453），面积 133.65 平方
米。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0395，搜索户
名：
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
临颍县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19 年 6 月 2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1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进行公开变卖被执行人临颍
金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临颍县文化路北段西侧金
盟·金湾顶秀 6 号楼东单元 2 层西户、6 号楼东单元 3 层西户
住宅用房两套。详情请关注：
（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
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
9.courtList.436.JaSrit）。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永生：上诉人郑州建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许昌分公司与被上诉人许昌溪源建筑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郑州建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永
生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
院（2018）豫 1003 民初 3447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
院现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19）豫 10 民终 736 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公告向你公司送达该判决书，
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判决书。逾期不
领取的，
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月荣：本院受理原告河南许昌许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河南省奥鑫种业有限公司、丁自刚、赵月荣、
河南国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王艳君、陈小红、徐慧敏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因河南省奥鑫种业有限公司
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003 民初 802 号案
件的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金中：本院受理原告常龙诉你和赵双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地址确认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流程告
知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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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1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言利：本院受理原告刘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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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1 民初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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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国：本院已于 2019 年 1 月 8 日受理执行你与焦作市山阳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恩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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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811 执 47 号执行通
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被执行人
风险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你应当自公告期满后 5 日内
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的，本院
将依法强制执行。
博爱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中海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吕忠翔诉
王铁闯等及你公司建设工程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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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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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许良法庭开庭审理，逾期缺席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福群（41042319710626005X）、
范军茹（4104231971060
98048）：本院受理原告裴少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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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 民初 545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福群、范军茹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裴少营借款 10 万元。案件受
理费 2300 元，由被告王福群、范军茹共同承担。限你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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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福群（41042319710626005X）、
范军茹（4104231971060
98048）：本院受理原告裴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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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 0423 民初 546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福群、范军茹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共同偿还原告裴利利借款 10 万元。案件受
理费 2300 元，由被告王福群、范军茹共同承担。限你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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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福群（41042319710626005X）、
范军茹（4104231971060
98048）：本院受理原告沈亭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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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3 民初 547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福群、范军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10 日内共同向原告沈亭亭偿还借款 120000 元。案件受
理费 2700 元，由被告王福群、范军茹共同承担。限你们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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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后的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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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辛凯歌：本院受理詹延刚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23 民初 4619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判决书不
服，可在收到判决书 15 日没向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上诉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寸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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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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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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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本院受理原告贾旭东与被告刘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 审 结 。 限 你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内 到 本 院 领 取
（2019）豫 0403 民初 1142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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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立应、李画：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兴路公交出租车
队、刘长山与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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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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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东高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大增、王二昌：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大路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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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商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丽：本院受理原告余敦永诉你方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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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24 民初 310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准许原告余敦永与被告陈丽离婚；诉
讼费用 300 元，由原告余敦永负担；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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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
发生法律效力。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强：本院受理原告周义德诉你和吴祖国产品责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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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
4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 0302 执 254 号
张跃中、刘金华：本院受理的岳建军申请执行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
豫 0302 执 254 号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
决定书、限制消费令，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
行本院（2017）豫 0302 民再 6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本院将对你们与张建彪的家庭共同财产即登记在
张建彪名下位于洛阳市老城区道北五路 1 号院 142 幢 1-101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32253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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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
们应于公告期满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上述事宜，逾期不到
视为你们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 0302 执 254 号之一
张建彪：本院受理的岳建军申请执行张跃中、刘金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告知你，你与张跃中、刘金华的家庭共同财
产即登记在你名下位于洛阳市老城区道北五路 1 号院 142
幢 1-101 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322532
号）已被本院查封，你有提起执行异议、析产诉讼的权利；作
为家庭共同财产的共有人，你有优先购买的权利。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通知到你，限你自接到本通知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述权利，若不提出，本院将依法对该房产
进行评估、拍卖。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创家：本院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受理解庄申请执行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2018）豫 0306 民初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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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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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利利：本院受理三原告郭红安、郑周萍、张战海分别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391 民初 57 号民事裁定书、
（2019）豫 0391 民初 58 号民事裁
定书、
（2019）豫 0391 民初 29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
予原告郭红安、郑周萍、张战海撤回起诉。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 604 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薛志强：本院受理原告苗天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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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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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钱同杰：本院受理原告苗天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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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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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第 3 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自峰：本院受理原告洛阳新红运输有限公司诉你挂靠经
营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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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天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伊川县
森林公安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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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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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灯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尤栓宝诉被告洛阳
勇庆矿业有限公司和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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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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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 7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付玲、樊一飞、代海霞：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董金乐,被上
诉人李五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豫 03 民终 236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荣平：原告洛阳梓瑞实业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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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送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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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关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佩格：本院受理的原告郭朝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离婚；2、婚生男孩由原告
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 1500 元整；3、诉讼费用依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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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江涛：本院受理的原告任亭亭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请求与被告离婚；2、无婚生子女无财产纠葛；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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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行政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云武：本院受理的原告耿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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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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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红民、河南新朝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北京诚通新新建设有
限公司、洛阳市豫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王明涛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一、判
令被告赵红民支付原告工程款 382561.2 元，并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利息（自 2015 年 1 月 20 日
起计至付清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河南新朝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对赵红民的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三、判令被
告北京诚通新新建设有限公司、被告洛阳市豫洛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在债权违法转让范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
四、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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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号公判庭开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侯乐水：本院受理原告孙满宏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327 民初 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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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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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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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第 2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胜良：本院受理原告陈良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结，因你通信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522 民初 16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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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加生：本院审理的原告代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邮寄送达未能寄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9)豫 1503 民初
1227 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被告余加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5 日内，偿还原告代建借款 20000 元及逾期还款利
息(利息自 2019 年 2 月 12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还清之日
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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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则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 10 时至 2019 年 6 月 17 日 10
时止在舞钢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n，户名:舞钢市人民法院）对河南兴邦
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舞钢市朱兰健康路北段西侧兴邦.
清 华 嘉 苑 10 号 楼 105 铺（1-2 层）、106 铺（1-2 层）、2 号
楼 -1 层 -118 号 车库、3 号楼-1 层-119 号车库、5 号楼-1
层-111、-113、-114、-119 号车库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
示看样时间与方式: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 16
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详细情况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
布的《拍卖公告》
《拍卖须知》中的需求和说明。咨询电话：
16637567109。监督电话：0375-2761568。
舞钢市人民法院执行公告
冯士岐:本院执行的舞钢市万马物资经销处申请执行你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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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送达本院(2018)豫 0481 执恢 9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传票、限制消费令、失信决定
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本院(2011)
舞民初字第 250 号民事调解书所确定的法律义务，逾期不履
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强: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汇鑫通快运有限公司诉郭强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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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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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魏艮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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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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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艮波、侯国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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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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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武红厂、牛现武：本院受理原告王照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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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魁、李红、王国富、毛雪辉、王红刚、毛凤美：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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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保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军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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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刚、毛凤美、王永魁、李红、王国富、毛雪辉：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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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将依法裁判。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昕：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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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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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付勇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力勇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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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2 民初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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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书，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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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西强：本院受理原告符敏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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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义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豫 0181 破 6、7 号
2018 年 7 月 10 日，本院根据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
定，分别裁定受理河南开普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开普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河南开普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两公司在管理
上、经营上、资产上、人员上存在混同，且两公司人格混同
具有广泛性、持续性。根据管理人的申请，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5 月 7 日裁定将河南开普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和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实质合并审理。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德顺：本院受理原告董兰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通信地址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