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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兵川、魏小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玉
昊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川、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
限公司、魏见垒、魏小向、平顶山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
宾、平顶山市浩然贸易有限公司、程晓娜、平顶山市你我他
商贸有限公司、马朝辉、周阿丽、李雪霞、李国堂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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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兵川、魏小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宾、平顶山
市玉昊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川、平顶山市共营商
贸有限公司、魏见垒、魏小向、平顶山市你我他商贸有限公
司、马朝辉、周阿丽、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浩然贸易有限公司、程晓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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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兵川、魏小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玉昊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
川、樊三川、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司、魏见垒、魏小向、
平顶山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宾、平顶山市浩然贸易有
限公司、程晓娜、平顶山市你我他商贸有限公司、马朝辉、周
阿丽、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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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小向、樊兵川: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司、魏见垒、魏小
向、张彦叶、平顶山市你我他商贸有限公司、马朝辉、周阿
丽、平顶山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宾、平顶山市浩然贸
易有限公司、程晓娜、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平顶
山市玉昊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川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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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
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樊兵川、魏小向: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玉昊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
川、樊三川、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司、魏见垒、魏小向、
平顶山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宾、平顶山市浩然贸易有
限公司、程晓娜、平顶山市你我他商贸有限公司、马朝辉、周
阿丽、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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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小向、樊兵川: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顶
山分行与被告平顶山市浩然贸易有限公司、程晓娜、平顶山
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胡世宾、平顶山市共营商贸有限公
司、魏见垒、魏小向、平顶山市你我他商贸有限公司、马朝
辉、周阿丽、平顶山市喜相逢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玉昊
源商贸有限公司、宋二红、樊兵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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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高皇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涂军义：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梦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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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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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1审判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立兰、宁国刚：本院受理的原告孟另芝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邮寄无法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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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的第3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公开审理此
案。望届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启斌：本院受理原告王登峰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日期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忠辉、刘扬：本院受理原告胡传元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长期外出，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粮油
款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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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29
日9时在潢川人民法院谈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二宏：本院受理原告陶明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91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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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保全：本院受理原告陶明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914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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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俊：本院受理原告梅意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送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912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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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隋鹏、彭浩：本院受理原告王新新诉你们健康权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502民初422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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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守政：本院受理原告刘永成诉你与李有春追索劳动报酬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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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4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巨龙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李天臣：本院受理原告张
马河与被告鹤壁巨龙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李天臣定金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611民初186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213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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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记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李强与被执行人牛记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到强制执行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知书、反规避执
行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
心4号窗口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履行裁判文书告
知书、反规避执行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恒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秋生诉
你单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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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艳会诉
你单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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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福生诉
你单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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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国祥诉
你单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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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恒大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蒋超凯
诉你单位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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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鹤:本院受理原告白婷诉你及李亚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2019)豫
0506财保83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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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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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宏伟、张如梅、邵海生: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安阳商都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柏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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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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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淇嘉置业有限公司：冯素英、吴莹与你公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0523执726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自送达后3日内履行，逾期仍不履
行、不报告的，本院将依法将你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 ，对法人限制高消费并强制执行。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玉堂：本院受理李文安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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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11月29日9时在本院第
12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柴肖攀：本院受理滑县伟峰玻璃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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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
11月29日9时在本院第7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
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信泽：本院受理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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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
11月29日15时在本院第12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缑新喜：本院受理原告刘香地、刘发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26民初
35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缑新喜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刘香地、刘发展货款163000元及利息
（利息自2019年3月2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刘香地、刘发展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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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红：本院受理原告马文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本
院依法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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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沈强：本院受理原告林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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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林州市红旗渠大道与学院路交汇处
西南侧建工大厦3楼316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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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银锁：本院受理原告苏华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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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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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韩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银锁：本院受理原告张文选诉你、朱合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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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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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韩村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谷令选：本院受理原告王春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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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主张2016年5月11日，
被告从原告处购买木方模板，欠货款共计160600元，被告向
原告出具欠条。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还货款160600元
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暂计115632元，自2016年5月11日按
月息2分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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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庭依法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本祥、刘淑琴：本院受理原告张福振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902民初566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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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跃光:本院受理姜胜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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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 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镇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潘景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蔡亚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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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2019）豫
0922民初1578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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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0月6日10

时至2019年10月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郑锡名下位于许昌市南环路梨园转盘西200米北
侧商业用房。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
南法院-许昌市-建安区。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长葛市泷龙板簧有限公司、范北方、范会岭、长葛市力驼电
器有限公司、薛军峰、汪松涛:本院受理的原告河南长葛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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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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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7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0 时

起至 2019 年 10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拍卖标的：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森海豪庭17号楼
2单元13楼东户住宅房地产。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起拍
价：623634 元。保证金：80000 元。联系人：王法官。联系
电话：0374—7263015。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
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旭光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郭旭光：本院受理原告王革
彦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1003民初4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襄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自勋、丁玉花：本院受理原告王喜祥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025民初3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自勋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支付原告王喜祥借款人民币250000元及利息（利息
以2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8日起至实际的给付之
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二、驳回原告王喜祥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5500元，由被告杨自勋负担4910元，由原
告王喜祥负担59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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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森:本院受理原告梁力中与被告李森、柳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1626 民初15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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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普、李巧英、王家平：本院受理原告张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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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厚坡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普、李巧英、刘国富：本院受理原告谭士双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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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厚坡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党：本院受理原告杨继英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与你离婚。因你长期外出，无具体联系方式，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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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年11月14日9点在本院厚坡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伍：本院受理原告高随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与你离婚。因你长期外出，无具体联系方式，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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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年11月14日下午3点在本院厚坡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唐晓、赵晓云：本院受理的原告李春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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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偿
还原告借款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借款之日起按月息2 分
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峡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召：本院受理原告赵春灵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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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俊鹏、南阳市龙马家电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邢九玲诉
被告刘兰、第三人马俊鹏、第三人张巍、第三人南阳市龙马
家电有限公司、第三人南阳鸿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
异议之诉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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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邢丽丽、闫洪让：本院受理南阳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诉
你及唐河和润饲料有限公司、河南麟丰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02民初
6323号起诉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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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超：本院受理原告朱培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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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4729号之一

赵毅、冯晓楠：本院已受理原告万玉印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诉称，2013年11月
25日，被告赵毅、冯晓楠借原告万玉印现金400000元，口头
约定月息2分，赵毅、冯晓楠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担保人鲁
盟在借条上签字，为债务提供担保。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
至今未能归还本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
请求依法判令：“1.三被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本金400000元，
并自借款之日起按照月息2分计付利息至款付清之日止；2.
诉讼费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日9时在本院第1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望按时参加。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