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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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506民初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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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清芳、张鑫、桑锦州：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东姚信用社诉被告栗丽敏、杨保红及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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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24日9时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二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牛振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槐树池信
用社诉你及被告郭建云、郭在军、郭在兵、李朝龙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330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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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 10 时至
2019年10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郑钦所有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大绿洲C区26
号楼2单元10层1001号房屋一套。详情请关注：(户名：临
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taobao.com/0395/
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436.JaSrit)。

临颍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将在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阿

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10 时至
2019年10月22日10时止（延时除外）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驻马店市驿城区前进建筑公司所有的临颍县三家
店镇供销社家属院东栋三楼东户和东栋四楼东户住宅用房
两套。详情请关注：(户名：临颍县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s://sf.taobao.com/0395/05?spm=a213w.3065169.courtList.
436.JaSrit)。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代军：本院已受理原告夏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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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接待室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庆发：本院受理的原告信阳市中山混凝土商品有限公司
诉被告胡正武、郑庆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胡正武提
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顾祖军（又名顾小军、顾晓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智鹏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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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原告诉请你支付货款27392.2元及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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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2019年12月2日上午八时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信阳鑫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顾庆文：本院受理原告陈杰文
诉你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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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你们支付原告的损
失361357.68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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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
于2019年12月2日8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并选择鉴定机构。逾期将依法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然：本院受理王要平诉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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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开封市鑫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开封市道路桥梁
工程总公司诉你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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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乔利亚：本院受理闫春艳、姜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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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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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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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威洋：本院受理杨东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203 民初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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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余仁富、黄梅、信阳市浉河区申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刘梅华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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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小卫：本院受理原告谢培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开庭传票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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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沁阳市人民法院公告
孔增源：本院受理原告和欢欢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开庭传票及简转普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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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10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王曲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红伟：本院受理原告霍明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案号为
（2019）豫0702民初3847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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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小店中心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田野：本院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受理的原告牛桂玲诉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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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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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11执904号

曹富程、孙恒生、汪亚菲：本院受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04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
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0411民初1203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04号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3日内，如实向本
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11执903号

韩颂歌、沈艳峰：本院受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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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03号执行通
知书，责令你们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行本院作
出的（2018）豫0411民初1181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同
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03号报告财产令：
责令你们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3日内，如实向本院报告当前
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逾期不报
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411执911号

曹富程、孙恒生、汪亚菲：本院受理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分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11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自执行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履
行本院作出的（2018）豫0411民初120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11执911号报
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报告财产令送达后3日内，如实向本
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
逾期不报告，或者虚假报告，本院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王爱兰：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李永红、被上诉人陈宏庆、原
审被告刘德权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民终156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德权：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李永红、被上诉人陈宏庆、原
审被告王爱兰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民终1562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战水、郑耐军：本院受理你们与上诉人聂世昌、被上诉人
王金超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4民终20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国栋：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田金清、被上诉人陈宏庆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4民终258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瑞军：本院受理你与上诉人田金清、被上诉人陈宏庆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4民终2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山东坤照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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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震、王劲夫、鲁玲玉：本院受理黄朋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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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兰高杰：本院受理原告董素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民初3793号民事判

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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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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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长丁：本院受理原告赵荣磊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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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晓玉：本院受理原告王红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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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邵金玉：本院受理原告唐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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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延平：本院受理原告马亚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你无法寻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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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分在本院307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桂芳、张庆元：本院受理原告黄永科、王友兰与被告冯桂
芳、张庆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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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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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天福、岳向玲：本院受理原告闫胜与被告冯天福、岳向玲
与第三人华城荣邦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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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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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新亚：本院受理原告罗志红与被告关文亮、梁新亚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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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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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西卿：本院受理原告纪院妮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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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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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胜阳：本院受理原告李占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03
民初3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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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浚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彦军、王自玲：本院受理原告黄学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9）豫0621民初181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善堂人民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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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治国、李桂敏：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鹤壁分行与被执行人陈治国、李桂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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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611民初1122号

鹤壁隆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王文博、耿根忠：本院受理原
告鹤壁市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鹤壁隆泰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王文博、耿根忠、唐丽娟、王会兵、柴相杰、李强、牛长
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611民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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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明洲：本院受理原告张亚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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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豫1702民初41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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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商前进：本院受理原告王娜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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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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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杰：本院受理原告林璐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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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书杨：本院受理原告高亚楠与你及陈静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豫1702民终575号民事裁定书及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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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裁判。

泌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驻马店市极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刘海军、闫振：本院审
理原告河南顺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驻马店市极樽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刘海军、闫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结。因你们下落不明，查找不到被告公司人员，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1726 民初 1832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解除原告河南顺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驻马店
市极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风电塔基座《内部
施工合同（暂定）》，二、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被告驻
马店市极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河南顺鼎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安全保障金55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5
月16日起至还款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
民币贷款基准利率150%计算），三、驳回原告河南顺鼎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300 元，公告费
800元计10100元，由被告驻马店市极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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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任江松：本院受理原告河南公鹏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与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1702民初52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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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省康盛粮油有限公司、驻马店市醇葡商贸有限公司、王
东、陈圆圆、王中立：本院受理原告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驻马店分行诉被告河南省康盛粮油有限公司、驻马店市醇
葡商贸有限公司、王东、陈圆圆、王中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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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许昌市鑫怡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昌悦达起亚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昌市和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吴宝
玲、申艳丽、宋保东、王华、赵阳、尚鉴、王艺璇、李晓康、张福
元、王鸽、吕浩铭：本院受理上诉人河南金科管道工程有限
公司、李建明与被上诉人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在本院第六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樊世珍、李雪英、路珊珊、杨彦斌、李浩、樊苏雨、贺志敏、乔
爱平:本院受理原告河南长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们及李东珉、李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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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万晓红：本院受理原告赵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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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票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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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坡胡人民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邱晓军：本院受理上诉人张挺、杨洸因与被上诉人范慧杰、
邱晓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本人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0民终16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
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长葛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宗辉：本院受理原告刘金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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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民初297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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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副本，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普旺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洛阳市龙聚源商贸有限公司、
孟红光、毛欣宇：上诉人杨爱华、岳丹琪就（2017）豫0311民
初1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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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斌：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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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亚飞：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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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