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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利明：本院受理的洛阳成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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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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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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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安：本院受理的洛阳成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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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须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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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1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受理廖鹅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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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受理晏琴、廖先青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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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受理孙小同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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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权新菊：本院受理晏琴诉你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民初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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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志刚：本院受理马站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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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46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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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胜威：本院受理张站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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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7民初36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送达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环境资源审判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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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
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洛阳
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晋备
战、晋亮亮、远雯、晋亮、胡娟娟、冯俊飞、冯跃彬、袁小霞、王
咪婷、晋亚佗、陈晓利、晋亚丹、钟晓亮：本院受理的洛阳华
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
豫0311民初1785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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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晋备
战、冯跃彬、袁小霞、晋亮亮、远雯、晋亚佗、陈晓利、冯俊飞、
晋亚丹、钟晓亮、晋亮、胡娟娟、王咪婷：本院受理的洛阳华
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
豫0311民初178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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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2003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限公司、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洛阳泰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晋备
战、冯跃彬、袁小霞、晋亮亮、远雯、晋亚佗、陈晓利、冯俊飞、
晋亚丹、钟晓亮、晋亮、胡娟娟、王咪婷：本院受理的洛阳华
泽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
豫0311民初178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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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时在本院2003公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廖鑫：原告李勇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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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送达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假日顺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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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三性、尤永吉、洛阳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王杰
诉你们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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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限均为送达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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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邢书军：本院受理孙雪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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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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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史周峰：本院受理原告任社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13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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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会丽：本院受理原告吴俊卿诉你离婚纠纷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23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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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启峰：本院受理原告段忠现诉被告谢启峰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2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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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振坡：本院受理原告崔明义与被告苏振坡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928
民初19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
告给付设备租赁费3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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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耀辉、胡慧芳：本院受理原告冯香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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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全随、王全言：本院受理的原告许化勋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
7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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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银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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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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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云：本院受理原告宗俊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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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彦玲：本院受理邢振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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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华（曾用名王富月）：本院受理原告魏俊峰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
5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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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波波：本院受理刘利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原告刘利杰不服（2019）豫0902民初4209号民事判决提出上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刘利杰的上诉状。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你
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本院递交答辩状及副本，如不按时
提出，不影响本案的审查。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秋云：本院受理原告佘香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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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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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全：本院受理上诉人周口市国土资源局就（2018）豫
1602行初94号行政判决书提起上诉一案。我院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该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你方举证期限为本案开庭审理前，本案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如你得悉本通知请及时与
本院联系，联系人：郭法官 联系电话：0394-8158125）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8月12日10时

至2019年8月13日10时（延时除外）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公开拍卖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湖东管理区三里店村的
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起拍价：6187.405万元，保证金：
600万元，加价幅度：18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10
、13598551866（赵法官）。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503民初4692号

贾海涛:本院已受理吕梅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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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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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视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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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审判庭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友：本院受理原告蔡家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3民初1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你在判决书生效后 3 日内，支付给原告劳务工资
160000元及利息（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时间自2019年
1月2日至本息付清时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3500元。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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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保金、张华伟、范春明: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保金、张华伟、范春明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三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
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吴国保、许新胜、黄长妹、刘永娟: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保国、许新胜、黄长妹、刘
永娟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四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双强、赵小花、李琳: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石双强、赵小花、李琳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三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6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岳喜燕、王学忠、黄中兴、梅金炜: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岳喜燕、王学忠、黄中兴、梅
金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四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公告之日起经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12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安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贾大花：本院已立案受理王佳佳、张艳会申请执行你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你拒不履行安阳县人民法
院（2014）安民初字第011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义务。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安阳县人民法院（2015）安执司惩212号罚
款决定书，责令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立即履行安阳县人民法
院（2014）安民初字第01197号判决书确定义务及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3日内向安阳县人民法院交纳5000元罚金。逾期
不履行本院将采取拘留，构成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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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兴：本院受理原告吕军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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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安阳市文峰区
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艳杰、黄艳敏：本院受理原告刘红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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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智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银明诉你
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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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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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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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
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师永军、张宝娣：本院受理原告张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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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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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艳峰：本院受理原告田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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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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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
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袁志学：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楠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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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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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宝莲寺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婉艳：本院受理潘艳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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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菜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于会民: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桉恒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房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23民初7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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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同珍:上诉人常克彪、常德红、安建波与被上诉人张同珍、
暴银叶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5民终2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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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董现礼:上诉人王书堂与被上诉人王凤英、董现礼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
民终222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仪彬、纪军:本院受理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贾艳华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5民终2399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风、李海红: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武涛与被上诉人王红
风、李海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 2019 )豫05民终13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姜兴顺、郭纪香、寿继彩、常合霞、张修柱、韩严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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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6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红彬、刘海洋、张世强、刘红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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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6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军、江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502民初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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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丽、王红广: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9)豫0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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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会军:本院受理原告王利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502民初1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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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莹丽、瞿跃中:本院受理原告王俊利诉万超和胡莹丽、瞿跃
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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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河南省新乡监
狱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市科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安阳市科邦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龙泉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环境保护局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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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彬只:本院受理原告刘军庆诉刘彬只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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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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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秦臻: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诉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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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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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贵红、王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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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慧慧、安阳市北关区慧慧制衣部、王永昕:本院受理原告中
银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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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志杰、乔海莎、曹磊、胡丹丹、安阳市元方居家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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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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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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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苏玲、陈建兴、郝晓锋：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采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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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豫 0581 民初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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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东：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横水信用
社诉你及马红兵、李文顺、李鹏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
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2042号民事裁定书及（2019）豫0581
财保85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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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齐红艳：本院受理原告刘军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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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答辩
不影响本案审理。并定于2019年10月12日下午3时在本院
城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方亮、李军华、林州市天水工艺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板岩信用社诉被告李庆伟、
赵子豪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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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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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廷:本院受理原告周口市豫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诉被告崔
健、崔杰、王廷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案号为(2018)民初5456号
>，本案现已审结，原告周口市豫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对判
决不服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永尚: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晓丽诉你离婚纠纷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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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杰、王廷:本院受理原告周口市豫东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诉被
告崔健、崔杰、王廷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豫1602民初5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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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至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