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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梅路路、田甜：本院受理贺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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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北城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朋伟：原告王艳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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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民事审判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崔冉冉、韩晓阳：原告张四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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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辩状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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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昂：原告赖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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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状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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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民事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姚新康：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中心支公司
诉你与姚星光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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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民事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建军：本院受理原告王跃进与被告河南省大成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周光民、第三人程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327 民初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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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榜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杜艳玲诉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原、被解除《榜
样旅游观光休闲农场合同书》二份（合同编号：A109、
A110）；2、依法判令被告返还租金328000元；3、依法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4825元（自2018年9月1日起，暂计算
至2019年4月15日，至租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每日违约金
万分之二）；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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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本院李楼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东汉禽业有限公司、洛宁县永汉养殖专业合作社、王
跑杰、东汉扶贫资金互助会：本院受理原告洛宁县创业贷
款担保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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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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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友涛、习石磊：本院受理原告王效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
初40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
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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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智慧、冯玲：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分行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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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1民初44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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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垣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纪威：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728民初258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樊相法庭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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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臣双：本院受理原告苏生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与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为：一、判令原告与
被告离婚；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儿子由被告抚养，抚养
费自理；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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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进军：本院受理原告丰红云诉你同居关系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为：一、判令被
告支付女儿王某某的抚养费每月5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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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留涛、李小康、李高峰：本院受理原告西华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与河南悦润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王羽、
河南宇华电气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3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灵宝市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龙泰商贸有限公司、李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灵宝支行诉灵宝市金苹果酒店有限公司、李贵
朝、卢炜征、李红峡、朱朝贵与你二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
达(2018)豫1282民初26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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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汪长伟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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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9时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孙书俊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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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9时30分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张贺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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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10时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崔长春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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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15时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汪霞诉你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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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15时30分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任稳重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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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16时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鸿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李友堂诉你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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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17日16时30分在泌阳县人民法院第9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宁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8月5日10时至2019年8月6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县人
民法院）进行公开第一次拍卖；拍卖标的：位于郑州市金水
区鑫苑路26号25号楼26层220室、221室、222室、223室、
224室、225室、226室、227室、228室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
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
买。联系电话：0370-7763070/（17603706300）吕法官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执4号

本院将于2019年8月5日10时至2019年8月6日10时
止在平顶山市中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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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13w.3064813.0.0.c4EW5h&user_id=2014980886,户名：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河南省华力置业有限公
司所有的位于鲁山县城区南沙河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土地证号:鲁国用(2010)220219号(面积:6268.47㎡)，进
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报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8月4日18
时。详细情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
告》《拍卖须知》和《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中的要求和说
明。拍卖过程中如有租赁被执行人河南省华力置业有限
公司所有的财产的，根据法律规定在同等价位上可以行使
优先权。但必须在2019年8月4日18时前，将有关行使优
先权的相关材料递交本院。否则，视为权利的放弃，本院
将 依 法 执 行 。 特 此 公 告 。 咨 询 电 话:0375-2862787，
18337535111(康法官)。监督电话:0375-2862230。

汝南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将于2019年7月27日10时止至2019年7月28日

10时止，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ifa.
jd.com/2199,户名:汝南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位于汝南县
汝宁镇古城大道翰林雅苑2号楼二单元一楼西户的住房，
具体详情京东网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拍
卖公告》《拍卖须知》。咨询电话:0396-2168070，监督电话:
0396-2168020。联系地址:河南省汝南县法院执行局，特此
公告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8月3日10时至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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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岳荣格名下的
位于舞钢市寺坡湖滨大道东段北侧秀甲中原4号楼2801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2019年
7月3日至2019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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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7567122，监督电话:
0375-2761568。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8月3日10时至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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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顶山宇通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舞钢市朱兰建设路西段南侧
土地(面积4510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
间与方式: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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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7567122。监督电话:0375-2761568。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8月3日10时至2019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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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香伟、梁民
宏名下的位于舞钢市寺坡龙泉路西段北侧(竹林小区2号
楼)第三层302号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间
与方式2019年7月3日至2019年8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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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7567122、
监督电话:0375-2761568。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鑫森物资有限公司、梁青、平顶山市华宇天泰实
业有限公司:本院在执行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于2019年6
月14日，裁定查封了梁青名下的以下房产:位于平顶山市
湛河区新华路南段西侧中房锦绣*星龙8号楼东2单元3层
东南户住房、平顶山市湛河区新华路南段西侧中房锦绣*
星龙8号楼东2单元3层东北户住房、平顶山市湛河区新华
路南段路西明珠城市花园9号楼东2单元4层西户住房、信
阳市南湾湖风景区湖东大道金海维多利亚城1号楼1层2
单元104号住房。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 2019)豫0411执1495号执行裁定书。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青青、刘明君：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市郊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与你们及杨广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411民初1034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
收到裁定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源、张守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岳贤伟、林红杰诉你追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927民初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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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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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培培：本院受理原告翟晓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4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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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勇：本院受理原告朱佩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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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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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江龙：本院受理原告王国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5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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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玉华：本院受理原告谢洪朝诉被告石玉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02 民初第
7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中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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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长江、张长合：本院受理原告孙军平诉被告张长江、张长
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902民初第74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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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
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郭雷彬：本院受理原告翟晓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902 民初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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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嘉铄：本院受理原告荆晶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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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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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常耀伟：本院受理上诉人王维杰与被上诉人南乐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王权正、王卓正、常耀伟、苏永军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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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驻经济开发区综合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樊护强：本院受理原告高国祥与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922
民初11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马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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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军：本院受理原告左振凯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刘
同庆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王中凯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王杨杨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王忠财与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王瑞轩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刘占国与你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
1720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21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18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19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23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35 号、(2019)豫 0922 民初
172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六
塔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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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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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大伟：本院受理原告梁红亮诉你及梁二刚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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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坝头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怀亮：本院受理原告谢启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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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8民初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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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至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第三人河北省正术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汪举诉你及武永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本院已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0928民初5739号
民事判决书。在上诉期限内，原告汪举提起上诉，因你下
落不明，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可在收到上诉状副本之
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你可将答辩状交本院坝头法庭
或者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少南、崔志中：本院受理原告宋世成诉你们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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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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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红宇：本院受理原告蔺孝强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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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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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胡世温、张红：本院受理原告董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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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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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和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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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庆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车军利、谢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黄国强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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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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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点
3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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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忠峰、蒋忠民、李建勋：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鲁河信用社诉被告蒋忠峰、蒋忠民、李建勋金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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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开庭。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丽：本院受理原告孟宪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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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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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海彬：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棉绒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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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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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永连服装服饰有限公司、李永连：本院受理原告安
阳市建安置业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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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冯富强、刘仓生：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李家寨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0581 民初 226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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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红、杨爱军、李永增、王相平：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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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2019）豫0581民初182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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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丁文兴、王拴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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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1473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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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红：本院受理原告宋艳林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本院依法作出（2019）豫 0526 民初 524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李永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宋
艳林借款3万元及利息（自2017年5月3日起按照月息1.5
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
本向你公告送达，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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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世良：本院受理原告孙政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本院依法作出（2019）豫 0526 民初 518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何世良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孙
政借款9.9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12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
6%计算至判决限定履行之日止）。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
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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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前哨：本院受理原告周文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本院依法作出（2019）豫 0526 民初 5174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胡前哨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
周文文借款1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4月11日起按照年利
率6%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现将上述内容作为判决书正本向你公告送达，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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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跃顺置业有限公司、姜克广、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银河混凝土有限责任公
司与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 0502 民初 1526 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裁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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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北关区银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乔小兵、张保强、李
旗起、张鹏、胡志强、张彩平、林志全、杜振威、常树臣、王庆
福、杜小山: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常林丰、贾东成与被上诉人
常红旗、安阳市北关区银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乔小兵、杨希平、张保强、郑霞、李旗起、张鹏、胡志强、张彩
平、林志全、杜振威、田红安、常树臣、李素娟、王庆福、杜小
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9)豫05民终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运海、宋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李玉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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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建伟、赵燕明:本院受理原告袁秀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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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司法网络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7月29日

10时起至2019年7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4号院15号楼2单元24号（产权证
号：0901103377）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11?spm=a213w.3065169.0.0.M03
r4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8月10日

10时起至2018年8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
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杨街21号2号楼2单元27
层 2708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
//sf. taobao.com/0371/11?spm=a213w. 3065169. 0. 0.M03r4
A，户名：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艳萍：本院受理原告薛洪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03民初103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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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