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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啟明、刘青：本院受理原告王黎明、张建军诉被告张芳馨、
王正明、王啟明、王蓓、刘青继承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 豫0105民初17889号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
诉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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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贝贝：本院受理原告王勇诉王贝贝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4民初
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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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恒：本院受理樊羽琛诉周恒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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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山元：本院受理的原告马丽诉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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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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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乡市恒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王宗衡、张俊梅：本院受理
郑州丰源不锈钢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新乡市恒宇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王宗衡、张俊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04执223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即日履行
（2018）豫0104民初799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
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新乡市恒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王宗
衡、张俊梅名下所有的位于原阳县秦岭路河南省机械设计
研究所的机械设备予以查封、评估、拍卖。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315室选择评估
机构，逾期不到庭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行。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期满次
日起第30日到本院315室领取评估报告及拍卖裁定书。如
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提出，未到庭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将视为你放弃
相关权利。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屈良、李倩：本院受理陈伟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依
法查封被执行人李倩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商鼎路25号16号
楼2单元1层38号（不动产权证号：1201151457）的房屋。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104 执 4468 号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限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们即
日履行（2018）豫 0104 民初 8919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
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李倩名下位于郑东新区商鼎
路 25 号 16 号 楼 2 单 元 1 层 38 号（不 动 产 权 证 号 ：
1201151457）的房屋予以评估、拍卖。限你们于公告期满后
3日内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本院南曹法庭130室选择
评估方式，逾期不到庭视为放弃权利，不影响选择程序进
行。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于公告
期满次日起第30日到本院南曹法庭130室领取评估报告及
拍卖裁定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
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未到庭及逾期未对评估报告提出异
议，将视为你们放弃相关权利。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从领、霍小娜：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河南分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9）豫1102民初19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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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河南省漯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申涛、许雪红：本院受理程建会申请执行申涛、许雪红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裁定书、限制消费令及失信执行决定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
到淅川县人民法院履行（2017）豫1326民初1559号民事判决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邓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小伟：本院受理原告杜春彦诉你为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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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荣、王国锋：本院受理原告何小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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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庭传票和（2019）豫1302民初4545号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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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基朝：本院受理原告南阳惠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
权债务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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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民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云川：本院受理赵云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授权委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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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和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3审判庭开庭审理，预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10月10日

10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拍卖(http：//sf.taobao.com/0377/06)户名：(南阳
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位于南阳市宛城
区建设路 612 号(宛市房权证字第 1100046)，设计用途为商
业，幢号1面积为68.82平方米，幢号2面积为44.05平方米，
共计112.87平方米。议价价格200万元，起拍价格160万元，
保证金20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该房产被隔成小间出租，
承租人王慧提供了租赁合同及收据，租赁期限为2018年12

月15日至2020年12月14日享有优先购买权。其余优先购
买权人如需参加竞买，请在开拍至少前3日与本院联系。详
见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7/06)。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0月9日止(节假日
休息)接受咨询，详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为准。详情咨询
电话0377-61661029、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联系地
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19年10月25日

10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京东网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拍卖（http：//sifa.jd.com/）现公告如下：拍卖标的
为被执行人所有的位于张衡路美丽之都31套房产，房产为
单套拍卖，双方当事人定价方式为议价，议定价格为每平方
9500元，每套保证金为10万元，加价幅度5000元，具体每套
起拍价格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
年10月24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详情以京东网发布
的 信 息 及 现 场 实 际 情 况 为 准 。 详 情 咨 询 电 话 ：
0377-61661029 谢法官、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169、联
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宋大梅：本院受理（2019）豫1302民初4047号原告周呈龙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该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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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宛城区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肖振勇、王贵华：本院受理原告黄玉杰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02民初4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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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1303民初5756号

丁慧萍：本院受理原告余子成与被告丁慧萍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授权
委托书、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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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9时在南阳市卧龙区法院卧龙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春苹：本院受理（2019）豫1302民初4335号原告王丽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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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宛城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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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3号

袁晓文：本院受理原告周保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无法直接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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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院七里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崔勇：本院受理原告杨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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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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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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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勇：本院受理原告杨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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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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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德京：本院受理原告南阳市鼎基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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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国定：本院受理原告张龙周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第3日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召县人民法院公告
汪喜党、赵雨：本院受理的李新与汪喜党为法人代表的南阳
市杰达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赵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原告
提交的证据材料、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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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9时在南召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晓峰：本院受理原告张良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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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议庭成员及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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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此案
定于2019年12月12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付文宽、秦红霞：本院受理原告魏厚明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合议庭成员及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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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此案定于2019年12月11日9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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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15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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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伟：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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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诉讼请求：要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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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受理原告吕彩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3民初1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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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本公告期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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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大唐置业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省金尚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与你(单位)借款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2019)豫民终784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河南省
金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已受理
并立案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单位)送达本院(2019)豫17执236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你(单位)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按照(2019)豫
民终78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完毕。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鹿邑县人民法院公告
陈磊：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628民初
23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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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公告期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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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大梁房屋开发公司：本院于2019年9月16日受理的
原告闫俊海诉你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风
险告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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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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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朝帅：本院受理原告刘成武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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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普、常翠香、清丰县恒升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高群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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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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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清丰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普、常翠香、清丰县恒升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高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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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暨
诉讼权利、义务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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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陈海：原告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王称固信用社诉被
告赵晓红、张陈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9月16
日作出（2019）豫0928民初3679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一、
被告赵晓红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原告濮阳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王称固信用社借款本金 200000 元及利息（自
2016 年 3 月 26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6 日止，按照月利率
10.3‰计算，从2017年3月27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照
月利率15.45‰计算）；二、被告张陈海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张陈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赵
晓红行使追偿权。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被告赵晓红、张陈海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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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攀博：本院受理原告陈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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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民初2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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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乐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焕卿：本院受理原告王会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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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民初1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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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冠业：申请人鲍玉胶与被执行人何冠业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2018）豫 0902 民初 1010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
力，因你未按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履行。申请人鲍玉胶于2019
年7月5日向本院立案执行。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豫0902执254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为送达，到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伟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
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濮阳市伟银石油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0902民初5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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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柏静：本院受理原告宁可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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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民一庭211室开庭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阔奇：本院受理原告刘宝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102民初18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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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汪洋：本院受理原告熊书林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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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503民初43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向原告支付
工程款147000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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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10时

至2019年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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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拍卖信阳市息县产业集聚区内立翔大道南侧4、6号
厂房及工业用地。起拍价：721.922万元，保证金：70万元，加
价幅度：2万元。联系电话：0376-6671110（赵法官）。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祥山与被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安阳麦多商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02民初3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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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闫宗良与被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安阳麦多商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02民初3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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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于仕忠与被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安阳麦多商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02民初3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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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公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康明霞与被告
安阳青果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安阳麦多商业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豫0502民初3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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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现社：本院受理尚韶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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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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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涛：本院受理杨聚海诉你健康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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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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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胜辉、张基岭、宋志广、宋俊帅：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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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耿逊谦、刘勇、李平、韩自彬：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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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平拴、王玉恩、王颖、范向丽、孙艳敏、王富军、张娟、魏荣
光：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道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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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朋江：本院受理（2019）豫0526民初7682号原告戎林诉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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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洪超：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永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王自付
与被告洪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安阳市永昌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王自付于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安阳市永
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王自付的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