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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张楠：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蚌埠建筑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扶沟县中汇华天置业有限公司及你建设工程施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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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16民初152号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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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9时零分在本院第8审判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北
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鹿邑分公司与被上诉人
张丕亮、孙海超，原审被告北京市华展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胡永臣、朱卫红、蔡普江，第三人河南省通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9）豫16民终3558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第八审判庭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新（410211197611170032）：本院受理原告李穗诉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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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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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一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金明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强（342222197912052112）：本院已受理原告徐国文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0211民初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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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魏保友：本院爱理桓静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定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203民初57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
如下: 驳回桓静静要求解除桓静静与魏保友婚姻关系的诉讼
请求。限你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东郊人民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卫华：你与程琮皓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程琮皓不服一审判
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2019）豫
9001民初157号民事判决，你被列为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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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1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六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制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吴宇航：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
邑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2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维新、于美丽：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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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2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金耕：本院受理原告梁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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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
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
满后的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
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田震：本院受理原告鹿邑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诉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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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鹿邑县人民法院第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白有利：本院受理原告张院龙诉你与李佳佳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882民初185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原告撤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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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温县道和建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史哲诉你与史蒙直、
岳学有、杨正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0811民初8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办公室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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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靳丹丹：本院根据（2019）豫0811民初827号民事调解书，受
理了吴前进申请执行王永明、靳丹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限制高消费令，并对已查封的你
所有位于焦作市山阳区山阳路1068号中弘.名都城11号楼1
单元1102号房产进行评估拍卖，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内到本院执行局705办公室领取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
定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
拍卖阶段的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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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请派员持有效手续到本院办
公楼309室参加选择评估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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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齐军、徐艳敏：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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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第1日15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乐：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诉你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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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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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期满后第1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爱琴、梁峰：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常绿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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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第1日10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蒋小坡：本院受理原告蒋山坡诉被告何建伟与第三人你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经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豫1082民初516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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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民事
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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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1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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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高秀菊名下位于许昌市魏都区西大办事处
西署街第二印刷厂家属院 1 幢东单元 3 层东户住及储藏
室。网址:http://sf.taobao.com。资产处置法院：河南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董秋玲申请执行陈志峰、张慧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中，依法对被执行人陈志峰所有的位于河南省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1号60幢1单元1层01号（不
动产权证号：1201112967）的房产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
陈志峰所有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翠竹街1
号 60 幢 1 单元 1 层 01 号（不动产权证号：1201112967）的房
产。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陈志峰，房屋面积 397.99 平方
米。该房产现已评估完毕。评估价格为7393500元，经合议
起拍价为6284475元，保证金为60万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
次3万元。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
先权人应于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
报名参与竞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
参与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竞卖物的情况的，请
直接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注：关
于本案公告以此公告为最终公告，前公告作废。

鄢陵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9月28日10时起

至2019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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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活动。现将本案变卖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变卖标的：鄢陶路西侧土地证号为鄢国用（2010）
第 0186 号、鄢国用（2010）第 0187 号、鄢国用（2011）第 0303
号三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21处房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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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鄢国用（2010）第0186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十一处
房产起拍价为37184392元，变卖预缴款37184392元，保证金
为500万元；2、鄢国用（2010）第0187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八
处房产起拍价为83150648元，变卖预缴款83150648元，保证
金为500万元；3、鄢国用（2011）第0303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
两处房产起拍价为33743024元，变卖预缴款33743024元，保
证金为 5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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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贾小敏、张俊姿、陈勇、王思媛、龚勤学：本院受理原告驻马
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贾小敏、张俊姿、陈
勇、王思媛、龚勤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五被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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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潘媛媛、张鹏飞：本院受理原告驻马店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及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702民初30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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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松建：本院受理原告廖丽强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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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决准予原告与你离婚；2、婚生儿子王浩由
你抚养；3、共同财产归儿子王浩所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9年12月
18日10时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则依
法缺席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曹纪秀：本院受理原告薛景全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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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决准予原告与你离婚；2、婚生女儿薛晴归
抚养，由你支付抚养费；、3、诉讼费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2019
年12月18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许钊乾（许操）：本院受理原告丁伟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初1632号民事判决书。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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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徐中心：本院受理原告赵富连与你离婚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初2097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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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平顶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叶县人民法院公告
丁校南：本院受理原告丁振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22民初1316号民事判决书。本公
告自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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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舞钢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我院于2019年10月13日10时至2019年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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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婷婷名下所
有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安富街8号中景江山赋19号楼二单
元601 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时间与方式：
2019年9月12日至2019年10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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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7567109，监督
电话0375-2761568。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芦建平并王红霞：关于我院受理的闫明阳申请强制执行芦
建平、王红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决定对你方所有的
位于许昌市建安区新元办事处武店新家园3号楼中单元3
层东户住房一套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联系到你方，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选定评估机构通知，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院技术室办理选定评估机构等事项，并参加在选定
机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组织的现场勘查，逾期不到，视为权
利放弃，本院将依法进行。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 年10月14日10时至2019 年10月15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登封市少林大道231号尚城国际2号
楼 2 单元 23 层 2301、2302 号房产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
（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9月29日10时至2019年9月30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幻速牌H2汽车一辆（车牌号：豫A09KB3）进
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封市人民法院，法院
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登封市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将于2019年9月29日10时至2019年9月30日10时

止（延时除外）在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上，对塔吊两台进行首次公开拍卖活动。（法院账户名：登
封市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1）。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1470号

李志伟：本院受理原告创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611民初14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 316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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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程军凤：本院受理原告申长宾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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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小河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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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法院诉讼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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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陵镇豫中
国际商贸城17幢一层123、124、125、126号商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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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元。保证金：100000元。联系
人：王法官。联系电话：0374—7263015。详情请关注人民法
院诉讼资产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www.rmfysszc.gov.
cn/，搜索：鄢陵县人民法院。

长葛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关于许大伟、邱新村与王东山、李战华股权转让纠纷一

案中，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王东山名下的位于长葛市保盛
家居广场1号楼1-2区0201121（房产证：10010869）进行评
估，并对执行担保人长葛市丰顺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的豫
K-60E67号车辆进行评估，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
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拍卖标的物：长葛市保盛家
居广场1号楼1-2区0201121（房产证：10010869）商铺一套；
长葛市丰顺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的豫K-60E67号车辆一辆。
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为：王东山、长葛市丰顺物流有限公
司。该房产的评估价107500元。经合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
降价10%以96750元为起拍价、该房产的保证金9000元、竞
拍增价幅度为每次为1900元。该车辆的评估价655000元。
经合议在评估价的基础上降价10%以589500元为起拍价、
该车辆的保证金60000元、竞拍增价幅度为每次为5000元。
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优先权人应于
拍卖日前经法院确认后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报名参与竞
买，届时未报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参与竞买的
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物的情况的，请直接登录淘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了解有关拍卖信息。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李红彬诉李亚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将于

2019年10月21日上午10时至2019年10月22日上午10时
依法对预告登记权利人为李亚辉的位于金水区经七路4号
附1号院1单元7层701房产（产权人为河南建达置业有限公
司、不动产权证号：1108044808）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详情请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f.tao-
bao.com/0375/07）。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
先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
他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底价、拍卖时
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降
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刘赞、
联系电话：0375-2863658。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石为：本院受理曹晓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权利
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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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310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0月15日10时至

2019年10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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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被执行人宋勇所有的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青年路 145 号 6 号楼裙房 1-2 层 03 号，
（面积1091.81平方）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咨询、展示看样的
时间与方式：自2019年10月8日10时至2019年10月15日
17时止接受咨询和看样。报名截止日期为2019年10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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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13781052681（宋）、监督电话：0375-2862230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市圣祥商贸有限公司、汤东艳、石会军、王中文、唐
鼎、田向宾、张建民、石欣、郝晓华：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中
小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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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0423民初57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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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全梅：本院受理原告荆水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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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民初1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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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贺满:本院受理原告马超俊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鹿邑县人民法院（2019）豫1628民初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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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焦修阔：本院受理的原告徐龙波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7民
初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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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南志江：本院受理原告宋翠莲诉你解除收养关系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2民初4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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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彦启：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星信用
社与被告王振虎、李丽娜、张彦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0928 民初 4749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振虎于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五星信用社借款
利息75278.73元；二、被告李丽娜、张彦启对上述债务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李丽娜、张彦启履行保证义务后享
有追偿权；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859 元，由被告王振虎承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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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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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广普：本院受理原告卓利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民初378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广普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
原告卓利濮借款65,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被告张广普承担。限你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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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秀修：本院受理原告朱洪现与被告马秀修、安克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28
民初2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法院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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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少伟、邵雪霞：本院受理原告崔随国诉你等民间借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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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各一份。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 15 天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爱凤：本院受理原告崔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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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天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行政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爱霞：本院受理原告臧金钢与你及杨红霞案外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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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答辩期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6
审判庭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静：本院受理的原告濮阳市华阳置业有限公司与你排除
妨害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902
民初15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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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韩美婷：本院受理原告赵普与被告韩美婷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2019）豫 0926 民初 261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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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范
县人民法院张庄法庭（陆集村房台）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保存：本院受理原告濮阳市高新区宏宇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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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在本院六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素玲、李广运、宋相伟、贾守民、白汝雪：本院受理原告濮
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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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睢县人民法院公告
马昌平：本院受理原告司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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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现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中华：本院受理原告杨运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3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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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英：本院受理原告许明有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4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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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电彩：本院受理殷海锋诉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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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志忠：本院受理刘旭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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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时在本院第
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明明：本院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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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麦场、张林琴、汤阴县万盛牧业有限公司、安阳市万
山畜牧食品有限公司、汤阴县万山畜牧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李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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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麦场、张林琴、汤阴县万盛牧业有限公司、安阳市万山畜
牧食品有限公司、汤阴县万山畜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张秀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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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汤阴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麦场、张林琴、汤阴县万盛牧业有限公司、安阳市万山畜
牧食品有限公司、汤阴县万山畜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娟
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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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宜沟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亚杰: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龙安区淇翔轮胎门市部诉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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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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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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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荣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03 民初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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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关苏海、路秀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3民初3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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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欢会、胡明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安阳市分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03民初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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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