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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霞、王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经支行申请执行杨

霞、王磊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8)豫0105民初

1916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利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经

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5执 1205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

行决定书和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后3日内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对杨

霞所有的位于金水区金水路297号1号楼1单元16层1622
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1301207320）郑东新区金水东路 3
号鑫苑·中央花园西区3号楼3层0310号房产（不动产权证

号：0901089922），王磊所有的位于金水区纬三路 11号院 1
号楼 2单元 1304号房产（不动产权证号：07010509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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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拍卖及后续执行款发放等执行过

程中有关事宜的通知，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本公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可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梁万奎、王军套：本院在执行李景

阳申请执行可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申请执行人李景阳向本院提交书面追加梁万奎、王军套

为被执行人申请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执异 419、420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执行局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徐刚、河南省思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东阁与被执行人

徐刚、河南省思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作出的(2017)豫0105民初1495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因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权

利人郝东阁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依(2017)豫0105财

保 256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了被执行人河南省思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在河南信诚华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数额

655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105执恢2194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限你自公告期满后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

院将依法评估、拍卖上述股权清偿债务。限你自公告期满

之日起 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送

达,拍卖等执行过程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

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饶竹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方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5
民初 148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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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8 月

16日 10时起至 2019年 10月 1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巩义市锦里路 9 号付 4 号滨河花苑 19 幢 1 层 101
号、巩义市锦里路 9号付 4号滨河花苑 19幢 2层 201号、巩

义市锦里路 9号付 4号滨河花苑 19幢 3层 301号房产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8月8
日 10时起至 2019年 8月 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豫 EL5150 陕汽牌 SX4250XC42 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

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9月2
日 10时起至 2019年 9月 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

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对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107国道西侧正商.红河谷3号楼

1-2 层 101 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8 月

19日10时起至2019年8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野马海狮电动客车 162 辆、野马考斯特 70 辆、开沃

纯电动客车 13 辆、江淮纯电动轿车 1 辆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 户名：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8 月

17日10时起至2019年8月1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

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对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凤凰路科兴园小区 B1-3 幢

1C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
bao.com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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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108民初

2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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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203民初2119号

周义喜：本院受理原告秦金才诉你和河南省鼎基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水拴厚、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吕家崖村

村民委员会劳务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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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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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永建：本院受理原告杨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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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禄建、颜群兰：本院受理原告丁明振（丁四）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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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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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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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保洲、葛森：本院受理原告刘四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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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昆昆：本院受理原告贺文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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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四人民法庭（玉泉办事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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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中：本院受理原告翟素清诉你与卢展伟、崔风莲、卢鹏

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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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四人民法庭（玉泉办事处中马头路北）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苗华（苗先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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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河路96号审判法庭

一楼济源市人民法院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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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战营（周相龙）：本院受理任春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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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贵皇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杜红霞、张秀

丽诉你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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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海：本院受理原告李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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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思辰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公司与曹华、刘振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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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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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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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市天兴钢棒有限公司、王凯、段巧云：本院受理原告济

源市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及济源市中兴耐磨材

料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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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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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本院受理原告田志伦诉你与李柳柳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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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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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申请人田志伦诉你和李柳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

2019年5月20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

依法作出（2019）豫9001民初44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

申请人李柳柳、叶军名下价值320060元以内的财产予以冻

结、查封。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查封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

变更、转让、过户、抵押；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

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绿欣饮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林娟诉你公司

与杨建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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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三审判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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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军生：本院受理原告王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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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忠：本院受理原告王秋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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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宾、张陆军：本院受理原告赵康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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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宾：申请人赵康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9年5

月9日向本院提出保全申请，本院审查后于同日依法作出

（2019）豫9001民初40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张

宾名下价值110000元以内的财产予以冻结、查封。查封不

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查封动产的期限为

两年，查封期间允许使用，但不得变卖、变更、转让、过户、

抵押；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为一年。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的执行。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杜立明：本院受理贾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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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民初2562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济源市人民法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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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红：本院受理原告原有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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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济源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源市人民法院公告

酒小强、薛素贤：本院受理原告刘小红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

初2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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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争光：本院受理原告周庆丰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9001民初2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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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斌：本院受理原告赵志强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10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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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亚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与原帅帅、赵小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9001民初7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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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洪海：本院受理原告李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9001 民初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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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行运：本院受理王胜军上诉你、黄慎利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96

民终6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银亮：本院受理原告豆秀荣诉被告李银亮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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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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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银亮：本院受理原告侯改平诉被告李银亮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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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石晓伟与被执行人李琳、蔡秀

玲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李琳所有的位于

鹤壁市淇滨区淮河路新世纪花园多经公司8号楼西单元3

层西户的房产（权证号：1101000300）、鹤壁市淇滨区华夏

南路正阳商业广场 5#楼 3 层 3B13 户的房产（权证号：

091007850）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08月

26日后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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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在执行苏保峰申请执行郭松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郭松林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鹤壁市山

城区山城路七九四厂2-9#东1单元4层东户的房产（房产

证号：1501000264）进行网上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

年8月13日后登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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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公告

唐银志、杜振强、唐子婷、赵奕静、商丘市鑫海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虞城县银祥棉业有限公司：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402执2945号执行通知书、限

期申报财产令、风险告知书、财产申报表、限制高消费令、

失信被执行人决定书、执行裁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日内

自动履行已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

本院将依法强执行。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孝卫、张克歌：本院受理原告白伟强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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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博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陶高辉、徐坤、平顶山市隆盛

金典寄卖有限公司、张亚楠、徐鹏飞、中釉彩涂油股份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茂贵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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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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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博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陶高辉、徐坤、平顶山市隆盛

金典寄卖有限公司、张亚楠、徐鹏飞、中釉彩涂油股份有限

公司、平顶山市高新工业园有限公司、徐丽、刘亚楠、徐勇：

本院受理原告龚晓华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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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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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付江：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舞钢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杜建华、陈新召、李付江、孟天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杜建华偿

还借款本金 150000 元及利息 32575.05 元，并自 2018 年 10

月30日起以未归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逾期借款利率(月利

率17.055‰)支付利息至借款全部偿还完毕为止；2.判令陈

新召、李付江、孟天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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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19年10月22日8时30分在本院第4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