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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鹤壁市新航物流有限公司、鹤壁市爱航商贸有限公司、田
华、姜国际、刘晓冬、窦海龙、陈兵、曹庆伟：本院受理原告平
顶山市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鹤壁市太保煤业
有限公司、袁军、刘瑞娟、王国军、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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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亿鑫达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叶县鑫能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魏中峰、吴玉香、魏中合、杜君会、彭留兰、魏中建、
梅菊芳、赵魁、高东丽：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平顶山市亿鑫达生物能源有限公
司、叶县鑫能化工销售有限公司、魏中峰、吴玉香、魏中合、
杜君会、彭留兰、魏中建、梅菊芳、赵魁、高东丽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告平顶山市亿鑫达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叶县鑫
能化工销售有限公司、魏中峰、吴玉香、魏中合、杜君会、彭
留兰、魏中建、梅菊芳、赵魁、高东丽下落不明，现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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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文书，原告请求：一、判令被告平顶山市亿鑫达生物能
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担保费 68000 元，并从拖欠之日起每日
按拖欠金额的 0.67%支付违约金至清偿完毕之日；二、依法
判令被告叶县鑫能化工销售有限公司、魏中峰、吴玉香、魏
中合、杜君会、彭留兰、魏中建、梅菊芳、高东丽、赵魁对第一
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三、判令原告有权对被告魏
中峰质押的平顶山市亿鑫达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3600 万元股
权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本院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在本院 311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新华容升煤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润涛商贸有限
公司、郭许涛：本院审理原告平顶山卫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平顶山市新华容升煤业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润涛商贸有限公司、郭许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三
被告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 0403 民初 126 号民事
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判决书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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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建平：
本院受理原告余洪杰诉被告刘建平、
王秋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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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311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顺、王亚伟：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正道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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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鹏龙、王跃宗：本院受理原告平顶山市正道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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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玉峰：本院受理原告闫汇洋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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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运兴：本院受理原告舞钢市聚源典当有限公司诉你请求
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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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舞钢市人民法院公告
芦全中：本院受理原告安江卫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19）豫 0481 民初 2404 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安江卫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偿还欠
款 5.8 万元；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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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 9 时在本
院第 7 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亚飞：本院受理原告宋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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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次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 审判庭开
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辉：本院受理原告张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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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5 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振召：本院受理原告吴向丽诉你与孙国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2 民初
172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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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燕：本院于 2019 年 9 月 4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陈炳钦申请宣

告许燕失踪一案。申请人陈炳钦称被申请人许燕自 2016 年
7 月 20 日外出后已有三年音讯全无。下落不明人许燕应当
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
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许燕将被宣告失踪。凡
知悉下落不明人许燕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
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许燕情况，
向本院报告。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兰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中心支公司诉你、谢小东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425 民初 1230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中心法庭领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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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平顶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林品、王飞：本院受理李红业与你们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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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郏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鹰威矿泉水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建昌与你
公司劳务合同、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两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2019）豫 0425 民初 1400 号、1401 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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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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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伊川县富强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洛阳市瑞龙商砼有限公司、
伊川天元刚玉有限公司、洛阳博大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洛阳
龙海置业有限公司、戴屹、张小利、毛富江、宋雪峰、任永辉、
戴巧峰、任永俊、李双玉、武陈毅、苏珊：本院受理的原告洛
阳金财投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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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豫 0311 民初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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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惠航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洛阳飞燕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天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市洛柴发动机有限公司、
杨雨欣、李少鹏、李宗社、张秀利、李迎社、朱晓平、宁卫峰、
许新梅、李改青：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洛阳
惠航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偿还原告代偿款 133898.75 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以 133898.75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12 月 21 日起按
照月利率 2%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计算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为 39723.3 元）；2、依法判令被告洛阳飞燕重工科
技有限公司、洛阳天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市洛柴发动
机有限公司、杨雨欣、李少鹏、李宗社、张秀利、李迎社、朱晓
平、宁卫峰、许新梅、李改青对被告洛阳惠航模具制造有限
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公告费由各被告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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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改青、河南楚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楚朝群)、洛阳市洛柴
发动机有限公司(李改青)、藏留蛟、宋玉若、藏天奇、李红星、
张丙奇、洛阳鹤阳商贸有限公司(赵环丽)、李迎社、张波、洛
阳惠航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李宗社)、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
司(藏留蛟)、史瑞梅、李宗社、楚朝群、赵俊格、赵环丽：本院
执行的洛阳金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张丙奇、李改青、洛阳
鹤阳商贸有限公司、李迎社、张波、洛阳惠航模具制造有限
公司、偃师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史瑞梅、李宗社、楚朝群、
赵俊格、赵环丽、河南楚天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洛阳市洛柴
发动机有限公司、藏留蛟、宋玉若等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单位）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311 执 198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失信
决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佩雅、刘向辉：冯福成与刘向辉、石佩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02 执恢 104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申报财产表、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令、
失信决定书、变卖财产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责令你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履行（2015）老
民初字第 409 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豫 0302 执异 3 号执行
裁定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石佩雅所有
的（登记在洛阳市泰益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河
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长兴街 282 号（紫金风景线东区）2 幢
3-703 号的房产予以评估、拍卖。同时向你公告送达到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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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予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本院联系办
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红：本院受理的原告洛阳新视力公交广告有限公司诉你
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11 民
初 4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4019 办
公室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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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鼎润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孟津县朝阳镇瀍沟
村村民委员会诉你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 0322 民初 14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会盟法庭领取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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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寸红：本院受理原告张贝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06 民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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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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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06 民初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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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斌：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新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现乐、王阳民、王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被告王阳民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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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世华、陈素珍、张万龙、赵朝阳、陈桃云：原告洛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利支行诉你们和卢蕾、济源市煤炭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赵景霞、卫和平、洛阳鑫安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因卢蕾、济源市煤炭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不服我院（2018）豫 0306 民初 446 号民事判决，向洛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 0328 民初 619 号
宋龙飞：本院受理原告冯青峰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9）豫 0328 民初 61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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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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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 0327 民初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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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贯成：本院受理袁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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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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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曾爱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吕浪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2、儿子吕
奕然由原告抚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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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在本院行政庭开
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朱威：本院受理罗永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22 民初 870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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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亚来、阴学彩：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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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江南、吉金友、王东祥、孙荣涛：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江南、吉金友、王东祥、
孙荣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 0328 民初 166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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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 3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利兵：本院受理原告郭锦博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306 民初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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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大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告知书、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
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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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州奋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开封市中通电机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2019 )豫 0203 民初 48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郑州奋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7 日内支付给
原告开封市中通电机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293, 555 元及利
息(自 2018 年 1 月 1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案件受理费 5,703 元，公告费
480 元，由被告郑州奋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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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桂芳（身份证号身份证号 410224197407123644）：本院
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诉被告刘桂芳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 0211 民初 72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桂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
封分行截至 2018 年 8 月 3 日的欠款本金、利息及逾期还款违
约金合计人民币 24555.37 元，并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利
息至实际清偿日止。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不领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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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杰（身份证号 410203198508291519）：本院受理原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诉被告陈杰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缺席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11 民初
72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分行截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的欠款本金、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合计
人民币 14767.53 元，并按《领用合约》的约定计算利息至实际
清偿日止。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不领则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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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仝山、冯大海：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诉你们与陈波、杨明明、马卫法、杜志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上诉人杜志明就（2019）豫 0811 民初 1294 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审
理。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仝山、冯大海：本院受理原告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你们与陈波、杨明明、马卫法、杜志明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上诉人陈波、杨明明、马卫法就（2019）豫 0811 民
初 1294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
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牛广庆：本院根据（2019）豫 0811 民初 1707 号民事判决书受
理了张保和申请执行牛广庆、纪文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限制高消费令、(2019)豫 0811 执 1774 号查封裁定书、
(2019)豫 0811 执 1774 号之一评估拍卖裁定书、选择评估机
构通知书及评估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选择评估机构日期为公告届满后次日（如遇节假
日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9 时，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参加
选择评估机构、提供相关评估资料、对评估物进行勘验、对
评估意见稿的异议等），并视为认可最终评估意见。评估程
序结束后，
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拍卖。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星鹏铸件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郑州隆华冶金
材料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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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杨真：本院受理上诉人普君君与被上诉人杨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6 民终 3896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
“杨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普君
君借款 3678.46 元及利息（以 3678.46 元为本金，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月息 2%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光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书杨：本院受理原告潘宏平诉程书杨、河南国智恒北斗科
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以（2019）豫 1522 民初
170 号民事判决书予以判决，因被告河南国智恒北斗科技有
限公司不服而上诉，现依法向程书杨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钱新生、钱新建：上诉人何青芝与被上诉人钱富荣、钱新运、
钱新建、钱新福、钱新生赡养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作出（2019）豫 15 民终 2491 号民事判决书，因你本人下
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公告送达判决书副本，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焦停停：本院受理原告周振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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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在本院第 14 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得民：本院受理原告何新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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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尚耀强、西平县人和乡耀强家电门市部：本院受理原告垫富
宝投资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723 民初 39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尚耀强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一次性偿还
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欠款 29999.47 元并支付从 2017 年
10 月 26 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按年利率 24％计算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13 元，由被告尚耀强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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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
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平舆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文学：本院受理原告孙计行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723 民初 1680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李文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孙
计行偿还借款 36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6700 元，由被告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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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大命、刘军：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鑫泽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大命、刘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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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